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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教师内生力 挺起南川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蔡先明 奉献三尺讲台 绽放育人精彩

教育心语：继续扎根在南川教育一线，爱校如
家、爱生如子，去帮助更多学子成就人生理想，为
南川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近年来，南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重大问题，

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统筹部署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
如今南川教师坚守立德树人、担当育人使命，用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力点燃了南川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动能，

点燃了城乡孩子幸福成长的明灯。

从输血到造血
教学水平提升有力道

2018年，南川首次成为“国培项目区县”，
承办中西部乡村教师送教下乡项目。3个月时
间里，该区结合课改实验示范区建设“三课联
动”活动，邀请专家团队通过课堂问诊、研课磨
课、示范引领、成果展示等环节进行国培，让参
训教师在课程落实、课堂落地、课题落细等方面
有了“造血”能力。

助力教师提升教学水平要“输血”更要“造
血”，而“造血”主要靠培训。

以区电大进修校和区教科所为主阵地，近
年来南川深入推进国培市培、“基于标准的教
学”研究与实践、“深度学习”教学改进、“三课联
动”等10余类项目培训，让区级培训教研机构
成为名师名校长的加油站。特别是立足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南川尤其重视薄弱学科教师培训，
因此聘请专家团队加入，采取混合学习模式，实
行优质资源共享，有力促进了薄弱学科教师的
教学水平提升。

从守望到筑梦
塑楷模涵养师德师风

近两年南川新增高级教师149名、市级名
师和骨干教师56名、特级教师2名，2018年，道

南中学汪仁友老师获“全国苏步青数学教育
奖”，区教科所陆清华成为重庆市小学语文陆清
华名师乡村工作室主持人。2019年，南川一中
丁显均老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水
江中学梁勇老师获评“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
号。

在南川看来，新时代教师不仅要有能力还
要有素养，不仅要懂得守望孩子成长还要为孩
子成长筑梦，不仅知识渊博还要有高尚情操。

为此该区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放在重

要位置上，一年来组建宣讲团深入学校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151场、全国及全市教育大会精
神71场，同时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

用楷模的力量影响带动更多教师前行，南
川不遗余力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新时代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落实到教师教书育人全
过程，出台南川区师德师风“六条禁令”“十不
准”，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广泛参

与的师德监察监督体系，大力评选奖励“教书育
人楷模”“师德标兵”等优秀典型，塑造出新时代
南川教师的最美气质。

从保障到倾斜
给教师稳稳的幸福感

如何才能给教师更多幸福感、荣誉感、获得
感？

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南川优先
将教育投入用于教师队伍建设，将教师工资、绩
效工资、各类政策性津、补贴全额纳入财政预算
并按时拨付。十分暖心的是，南川还设立教师
重大疾病救助基金，去年一年就资助重病教师
63名。

要保障更要倾斜，给与教师发展的关心和
支持再多也不为过。

特别是对于农村教师，南川科学制定了“农
村教师津贴”“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和“乡镇
工作补贴”标准，乡村教师待遇逐步提高，评职
评优机会更多，工作生活条件也得到有效改善，
让农村教师队伍更加稳定、更有盼头。

据南川区教委人事科科长田娜介绍，南川
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建立教师自主选学、分层分类培训机制，以推进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靶向推动教师专
业发展，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南川区2019年“国培计划—青年教师助力培训项目”数学坊集中研修

曾德术 在高寒山区树起教育旗帜

教育心语：做人就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我的事
就是要做好教育、培养学生，努力让山区教育成为

“绽放的梅花”。

王丽娟 做一束阳光 照亮幸福童年

教育心语：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只要孩
子是快乐的，我就是幸福的！

【人物故事】

27年来坚守基层教育岗位，不断创
新、勇于改革，帮助上千名学子成就人生
理想，引领上百名青年教师成为教学骨
干……南川中学校数学老师蔡先明自第
一次站上三尺讲台，就将一颗心全给了
学生，他以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
感，用行动将“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誓
言刻进骨子里。

暖心关爱
助每一个学子梦想腾飞

27年了，蔡先明已经记不清他关爱
过多少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在他心中
都同等重要。令他尤其印象深刻是曾经
的学生袁梦，那是一个农村留守孩子，性
格内向孤僻，心理十分脆弱。高中三年

蔡先明一直关注着他，把他当自己的孩
子一样对待，关心他的生活学习，周末还
带他到家里，用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充营
养，与他谈心交流，关爱他的点点滴滴。

在梧桐树下的一场谈话，蔡先明耐
心打开他封闭的心门，给他温和的鼓
励。最后袁梦放声大哭，释放自己的孤
独和苦闷。看着学生的眼泪，蔡先明也
忍不住眼眶含泪，他更加坚定了要走进
学生的心里，给他们播撒爱的种子。

撒播爱的种子也要掌握方法，因此
他重视学生成长需求，充分尊重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坚持采用因材施
教的办法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分层
教学、分类指导，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
他的爱，在他的教导下茁壮成长。

“没有了爱，没有了感情，人类就像
是没有了绿洲的沙漠。”

27年来，蔡先明用“爱和责任”滋润
学生心灵的绿洲，帮助他们展翅飞翔。

挑起责任
踏实走好教育每一步

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是蔡先明
毕生的追求。

蔡先明先后被评为重庆市先进工作
者、重庆市优秀教师、重庆市骨干教师，
但荣誉只是他育人道路的鲜活注脚，而
教书育人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才是他不断进取、精益求精、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的不竭动力。

走好教育每一步的他坚持学习，聆
听专家报告、揣摩名师课堂、反思教学实

践，并且参加各级各类的业务培训，通过
丰厚的理论积淀、专家的前沿引领、同行
的交流与分享，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
育素养。

作为数学老师他还结合所学形成了
“探究式”的特色教学方法，他撰写的《高
中数学探究式教学的认识与实践》获得
重庆市基础教育论文大赛一等奖，他本
人也被聘为教育部 2014 年度、2015-
2016年度优课评审专家。

蔡先明一直强调个人的力量是微不
足道的，他以饱满的热情指导一大批青
年教师，把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和心
得体会分享给他们，使他们迅速成为数
学教学的中坚力量。

全心奉献于三尺讲台，蔡先明以执
着和坚韧追寻理想，以青春和智慧践行
信念，成就了朴实却精彩的教育人生。

他有着深黄色的皮肤，那是家乡的
阳光沉淀下来的颜色；他有着朴实真诚
的笑容，那是扎根山区教育不变的初心；
他身上那件初秋时节就加上的厚外套，
那是与1200米海拔和恶劣气候的顽强
抗争。

他就是南川区水江镇青龙小学校语
文老师曾德术。他坚守山区教育27年，
用无私奉献、悉心呵护，在高寒山区上树
起一面靓丽的教育旗帜。

扎根山区办教育
从未想过离开

刚到学校时曾德术就发现他所在村
小只有3间破塑料薄膜遮掩了窗户，地面
还是石头和灰尘的坑坑洼洼的土墙房

子，外加一个简陋的办公室。
那时他去学校要走10多公里的山

路，来回2个小时的步行，每天踩着荆棘、
踏着泥泞、顶着酷暑、披着雨雾，一年下
来行程近4000公里。

20多年间，学校人事时有调动，当初
和他一起进入学校的老师都已经离开了。

可曾德术却从来没有离开的念头。
是什么支撑他坚守山区27年呢？曾

德术说，是孩子们期盼的目光和真挚的
爱。曾经有学生想送他礼物，没有钱就
去地里挖新鲜的野菜要送给他。面对这
些真诚朴实的孩子，曾德术选择坚守在
这里。

如今，学校已经成为典型的偏远山
区寄宿制学校，所有设施设备都得到极
大的改善，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们除了周
末一直都住在学校。为了给他们营造一

个温暖的“家”，从早上起床穿衣到晚上
睡觉盖被，从食堂用餐到课外活动，从孩
子的委屈到收获快乐，曾德术从不缺席、
一路陪伴。

在高寒山地上
燃起希望的火把

27年来曾德术教过各个学科，哪个
岗位缺老师他就到哪里去，多次被评为
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教学质量先
进个人、优秀党员。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成绩面
前，曾德术依然选择不断进步。

他将所学应用于教学实践，并在长
期的语文教学中不断创设积累了“阅读
教学三读法”“习作加分评价法”“兴趣语

文竞赛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
力。

他与学校领导班子共同保障实施的
“800米晨跑+40分钟快乐大课间+体育
社团”的体育活动模式，确保学生每天煅
炼一小时，提高了山区学生的身体素质，
提振了他们的精气神，受到学生、家长的
广泛好评。他还将“扶贫先扶志”落实到
行动中，引导学校扶贫工作、关注学生家
庭状况，特别注重从思想上树立脱贫的
思维。他给家庭较为贫困的家长做思想
工作，告诉他们不能“等靠要”，而是要通
过努力和认真工作来实现致富。

几十年如一日，曾德术在山区教育
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坚守着，用温
暖行动为学生打造心灵的栖息地，用优
质教学为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

26年前她怀揣着美丽的梦想踏上了
幼教之路。从此，她将以爱育爱、以能养
能、以心传心、以德培德刻进工作的每一
天。她温柔细心关爱每一个幼小的心灵，
用勤恳踏实编织幼教事业，用爱心智慧打
造教育艺术。

她就是一级教师、重庆市骨干教师——
南川区示范幼儿园班主任王丽娟。

像妈妈一样去爱每个孩子

2016年，王丽娟班上接收了一名叫丹
丹的幼儿。由于丹丹天生语言障碍，难以
融入集体还经常破坏环境、攻击同学。王
丽娟决定对症下药。

于是她深入丹丹的家庭，探索问题产
生根源，并组织任课老师召开“假如这是我
的孩子，我该怎么办？”主题班务会，共同制

定专门的解决方案。
她带着所有教师对丹丹采取正向激

励法，对丹丹的闪光点给予大力表扬，用
关注、鼓励和引导让丹丹得到其它小朋
友的认同和关爱。渐渐地丹丹改变了，
不再有过激行为，也能与小朋友一起玩
耍、学习。丹丹时不时就问她：“老师，丹
丹乖吗？快表扬快表扬！”每次听到这句
话，王丽娟都深感安慰和鼓励。

她把每一个孩子都看做自己的孩
子，总是像妈妈一样呵护他们。

她把哭闹的孩子轻搂怀中，擦去脸
上的泪花；她为孩子的点滴进步和精彩
表现竖起拇指，送上鼓励的话语和赞扬
的目光；她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多
喝开水”“多运动”，当孩子没来得及到厕
所弄脏裤子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清洗……

高尔基曾说：“谁爱孩子，孩子就会

爱谁；只有用爱，才能教育好孩子”。王
丽娟就是这样，怀着爱去做一束光，照亮
孩子幸福的童年。

用专业知识浇灌成长根基

王丽娟深知，幼儿教师必须有过硬
的功夫，才能为更好地为孩子成长护航。

一直以来，她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提
升教学水平，坚持深研课题探索幼儿语
言表达、早期阅读教学等教学实践创
新。她主研的市级课题“幼儿文学启蒙
教育”，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得到真善美
人文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

她还善于针对孩子的特长和爱好，
为每个孩子搭建展示锻炼的平台，辅导
幼儿在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的各类
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

她还发挥着骨干教师的引领示范作
用，主动参与支教活动，承担园级、区级、
市级组织的示范课、观摩课等教学任务，
将文学启蒙、高质量幼儿教育理念传递
到更多幼教教师心中，用优质的教学模
式、科学的教学思维为南川学前教育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丽娟同样认识到家长在孩子成长
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她还致力于搭建家
校沟通的桥梁，引导和感化家长，及时向
家长反馈幼儿在园情况，分享育儿经验，
做到家园教育同心同向前行，共同守护
孩子的健康成长。

坚守幼教阵地，王丽娟用爱撒播希
望、浇灌希望、创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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