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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中，北碚区江北中学《普通高中生命教育
研究校本课程建设与突破》和复兴小学

《西部农村儿童线描画特色校本课程开发
实践》均获得一等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是与国家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
奖等并列的国家级奖励，该奖项是由国务
院批准的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最高
奖。今年西部地区十二省一等奖仅有 5
项，而重庆北碚区就占了2项。

值得一提的是，北碚两所获奖学校均
是农村学校。北碚的农村教师为什么这
么“牛”？

“教师队伍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系统
的工程，需要统筹谋划、全域布局。”学院
副院长黄吉元认为。

学院实施三级联动教师发展策略，充
分发挥教育高端人才流动站、名师工作室
对全区教师素质提升的辐射、引领作用。
中段采取建立名师工作室、加大乡村教育
特色岗位工作室建设力度，加强培训者队
伍培训和培养。基础段则采取集团化发
展，下好全区教育一盘棋，让所有教师动
起来。

学院高度重视教师基本功的训练，提
出以“大抓教师课程领导力，大抓中小学
教学常规，大抓教师基本功训练”为切入
口，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
队伍。

同时，学院以竞赛搭建教师成长舞台，以研究带
动教师专业发展，以评价促进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助
力全区教师向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华美蜕变。

学院还启动了教师“阅读致远”工程。通过各校
评选“教师读书达人”活动，创建学习型组织，以“教
师精品读书会”、“好书共读”、“自主研读”、“专家引
读”等方式，让老师在阅读、思考、实践、反思的过程
中实现自我成长。

一所学院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当它扎根于区
域教育的发展，它的力量又是无限的。

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有学院的身影。以评价倒逼
课程改革。2013年北碚区被批准成为全国30个中
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试验区之一。近年来北碚教
师进修学院落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
向，将核心素养中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的
指标融入进来，同时增加“学校文化认同和地区特色
发展”，反映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在小学阶段的
评价里创造性地增加了“学生发展环境影响因素”这
一纬度。

学院还发挥综合评价的导向功能，同时发布《北
碚区小学段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学业与非学业关联报
告》，产生较大影响力。

与区域教师同呼吸共命运，自然激活全区教育
活力。学院借助中小学、幼儿园集团化办学东风，将
优质教育集团与学校美育实验、卓越课堂建设有机
整合，并向外辐射，让更多教师受益。

作为我市最早升格为教师进修学院的研训机
构，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始终勇立潮头、引领示范，
为重庆乃至全国同行提供了教师教育与区域教育共
进共建共享的“北碚范式”。

“阅读达师”代表受到表彰

学院主办“北碚区第二届新时代教师基本功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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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北碚教师进修学院 打造优师强教新引擎

北碚，一座自带千年诗情与书香
的小城。

杜甫、王维、周敦颐、丁谓、陈子
昂、冯时行……都曾踏足这里的美丽
山水。缙云寺旁的“八角井”、缙云山
门前的“洛阳桥”，曾分别是北宋状元、
古代文学家冯时行的“洗墨池”、吟诵
地，至今还散发着淡淡书香，延续着千
年文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进入上世
纪20年代到40年代，无数忧国忧民
的仁人志士、名家大师在北碚留下自
己的足迹，卢作孚、陶行知、晏阳初、梁
漱溟、老舍……一时间，群星璀璨，为
这座小城积淀了厚厚的人文底蕴。

教育，此时在这里蓬勃兴起。
1930年，北碚之父卢作孚创办了

兼善中学，开启近现代教育篇章；战时
的复旦大学迁入北碚，叶圣陶短暂执
教；1940年，发起平民教育运动的晏
阳初在北碚歇马创建了“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1949年，伴随新中国的
建立，北碚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
完整的教育体系，现代化的文教之城
初具雏形。

时光走到1956年2月，一所不起
眼的“学校”诞生——北碚区小学教师
进修学校（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前
身），从那一刻起，她和北碚教育的脉
搏就开始一起跳动。

1956年至1984年，这所学校担
负时代使命，艰辛探索，不断提升在职
教师学历，指导教学，开展教育研究。。

1985年至2004年，乘改革开放的

时代春风，开展教师进修学校达标建
设，在教育研究、教学指导、师资培训
等方面深化改革，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特别是借助2000年全国课程改
革春风，北碚区作为重庆市唯一的国
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课程
改革以推进校本研修为路径，以联片
教研、教研帮扶为支点，探索课堂教学
有效性。研究成果“初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定模式”、“新课程教师培训模
式”、“新课程教研模式”在全国都产生
很大影响。这当中，北碚区教师进修
学院发挥了重要的支点作用。

2005年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正
式成立，并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快车
道。

学院以“文化立院、学术强院、科

研兴院”，主动挑起服务全区教育的重
任，提出了“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硬
件”的办学理念，市内率先实行“研训
一体”的教师教育机制。实践中，总结
出“浇根式改善型”教师培训模式，创
造出教师教育的典型范式；进入新时
代，提出“中小学学科全息育人研究”，
引领区域教师转变育人方式……

因此，无论2010年开始的后课程
改革时期，还是2017年至今，“核心素
养”、“双主共学课堂文化”、“五育并
举，全息育人”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
词，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的研究过程
与成果引领了区域教育改革的方向。

延续千年文脉，在创新与传承中
前行的“师之师”，成为北碚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最好见证。

抚今追昔 感受北碚教育的脉搏

“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
如何去培育社会”。这是爱国实业家、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北碚之父——卢
作孚的座右铭。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教育的根本在于

‘人’，而根本的根本又在‘人与人’的
问题”……无论是卢作孚、陶行知还是
晏阳初，纵观驻足北碚的名人先贤，再
看今天的北碚教师进修学院，无一不
是抓住各项变革中的最大变量——

“人”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文明、国家
的进步，在教育中无一不是以学生和
教师的发展来促进教育的发展。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人认为，“学
校是两代人共同成长的地方”，当今社

会正在从“知识核心时代”走向“素养
核心时代”，学校需要给学生适应未来
社会和终身发展提供核心价值观、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需要把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也就要求学
校的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回归“育人”
的本质。

因此，在70年后的今天，他们提
出了“中小学学科全息育人研究”的新
命题。

“全息育人”是指在学科的教育
教学中，不仅关注传统课堂中学科知
识技能的学习，还要实现全方位、全
过程、立体化育人，关注学生“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关注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真正将“立

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落实到课堂主
阵地。

小学科学研训员李健以前到学校
听科学课总有点揪心。一节科学课堂
上，孩子们很听话、很配合，按照老师
的要求操作，一步步被动执行，直到得
出结论。偶尔有对教师问题的回答，
但是全程几乎听不到学生的想法。“缺
少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重结果不
重过程，重知识传授不重思维能力。”
李健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

让老师来影响老师。为此，他反
复向老师讲述“小学科学全息育人”研
究的观点，主动创编课程为老师们上
观摩课，举行座谈，抛观点、讲证据，帮
助科学团队不断走出迷茫，最终转化

为生动的课堂教学现场。
学科全息育人，将立德树人渗透

到学科教学的方方面面，彻底解决“五
育分离”的问题。

小学数学研训员吴平回忆，在一
次数学课上，孩子们利用折线统计图
算出现在全球有79亿人口，而如果
达到100亿人对于地球将是严峻考
验。老师从而适时告诉孩子们要珍
惜资源，爱国爱家……通过这几年学
科全息育人理念的推广，北碚教师逐
渐形成共识并转化为自觉的教学行
动。

“北碚区研究的‘学科全息育人’
从实践路径真正把党的教育方针在学
科、课堂中落地。”有专家如此评价。

“全息育人”回归育人本位的实践

早在10多年前，学院就提出了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硬件”。如何
让“第一硬件”不断提档升级？

这几年来，学院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开展了“为人、为师、为学”的

“三为”教师塑形工程。“为人”要敬心，
敬畏事业、尊敬教师；“为师”要尽心，
尽职尽责，服务教师；“为学”要静心，
宁静致远，潜心研究。其中，“为人”是
根本，“为师”是动力，“为学”是基础，
最终培养出德高、学高、艺高的教师群
体。

院长朱福荣二十几年前从一线

教师走到“师之师”的岗位，坚持每学
期下校服务的第一站一定是乡村学
校，凡是山区、农村学校的培训邀请，
再难也要到。有一年，他为秀山刚组
建的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做培训，到
了火车站，却因为暴雨冲断了铁路无
法出行。为了不耽误边远山区教师
的学习，他果断从火车北站打车到四
公里汽车站换乘汽车，颠簸7个多小
时，凌晨1点多才到秀山，第二天一
早又精神抖擞为教师讲课。他用身
体力行，诠释了“为人”之道、“为师”
之道。

学院院务管理部陈登平是个心中
有大爱的“师之师”。他母亲因脑溢
血半边瘫痪，18年卧床不起，需要护
理，于是他坚持每天陪伴聊天，周末
抽空推到街上逛逛。母亲从未长过
褥疮，白头发也转青了很多。工作期
间，他也爱帮助老教师，自己的小学
教师患癌，坚持给他和师母送饭，协
助照顾，还帮助支付一些医疗费用。
他还先后资助10多个贫困学生完成
学业。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爱家人、爱同
事、爱学生，才会爱国、爱民族，才会培

养出具有大爱精神的未来接班人。在
学院这样的老师不是一二个，而是很
多。为大家服务从不计较加班的档案
管理员赵艳，跑遍大山乡村幼儿园的
研训员周霞，丈夫生病期间还指导学
员赛课的研训员刘蜀黔……学院的老
师们就是这样践行“以灵魂塑造灵魂，
以人格影响人格”的教师教育事业。

全国教育大会要求，教师要做“四
有”好老师，要有六个“下功夫”，把理
想信念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学院实
施的“三为”教师塑形工程，固本强基，
夯实根本，无疑抓住教师成长的本质。

“三为”工程 打开教师成长的密码

教育迈向新时代，教师进修学院
的使命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院长朱福荣看来，作为“师之
师”，学院有五种角色定位：一是教师
专业成长的合作者，二是做教育教学
改革的引领者，三是做优质教育均衡
的助推者，四是做教研科研变革的实
践者，五是做区域教育发展的参谋者。

从“浇根式改善型教师培训”到
“学科全息育人研究”理念的传播，在
引领教师发展的过程中，学院研训员
的研究、指导与服务实践也在不断探
索。

不足1.57米的娇小秀气的女教
师与4位大力士正在做小实验，4位大

力士好不容易将大客车拉动，而这位
娇小秀气的女老师却在绷紧的绳中央
垂直绳的方向用力，大客车竟然被轻
松拉动……2017年重庆市物理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大赛现场，物理研训员
张修文指导的一节课引起全场震撼，
勇夺桂冠。为了辅导青年教师的成
长，张修文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帮助青
年教师研磨、指点，为了实现一个精彩
的课堂引入、一个物理实验设计的创
意，常常废寝忘食、忘我工作。

职教研训员黄永秀与学校老师一
起摸爬滚打，积极参与学校创“国重”，
她发挥自己的优势，从指导教育科研
入手，研究课堂教学，做课题研究，如

今她指导的学校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
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培养学科骨
干、指导参赛教师100多人次。

小学英语研训员王大芬将一个个
农村教师培养成能登上全国甚至国际
舞台的英语教师，她对青年教师培养
抓得很紧，给他们安排大量教研活动
学习，在备课、上课、说课、评课、做课
题、写论文方面具备基本素养，涌现出
吴焕、吕文丽、张川丽、周洪亮等优秀
英语教师。

正是有一大批教师背后的“独行
侠”，这些教师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常
年的默默奉献，撑起了区域教育发展
的高地。

这几年，在服务教师、服务区域教
育发展的过程中，学院不断在教学研
究、教师培训、综合评价等方面大胆创
新，创下了重庆市两个“唯一”的国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重庆市唯
一的全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
革实验区。2013年，学院在教育部组
织的网上匿名测评中，学院承担的国
培短期集中培训项目满意度获得重庆
市第一。学院还是“全国县级示范性
教师培训机构”和“重庆市中小学教师
市级培训基地”。

周珣 李达毅
图片由北碚教师进修学院提供

五种角色 新时代学院发展使命

链接>>>

文化墙记录了北碚的教育发展变迁

传承千年文脉 当好“教师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