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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多措并举 铺就“沙磁名师”进阶之路

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
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
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

国家繁荣、民族
振兴、教育发展，需
要大力培养造就一
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需要涌
现一大批好老师。
作为在全市乃至全
国有重要影响的教
育大区、教育名区，
沙坪坝坚持把全面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和根本性民生
工程切实抓紧抓好，
以师德建设、教师培
养、教师扶贫为突破
口，持续统筹规划、
创新机制、精准施
策、多方推进，为区
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为城
市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智力支撑，为实现民
族复兴伟大梦想输
送源源不断的生力
军。

“三寸粉笔、三
尺讲台，关系发展大
计；一颗丹心、一生
秉烛，勇扛使命担
当。”如今，沙坪坝区
一支“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优秀教师队伍，正
切实担负起为国育
才、为民教子的重
任，擎起了区域教育
阳光灿烂的明天。

集抗战文化、沙磁文化、校园
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体的沙坪坝
区，是重庆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
地。在这片人杰地灵、历史悠久
的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德
高身正、弘扬美真、廉洁从教的教
师队伍。

为每一个学生建立的档案，
会耐心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每学期都会有精准有力的评语；
想办法缓解学生考前紧张，买来
小礼物、小零食分发给学生，还录
制加油视频给他们打气……南开
中学的陈老师以实际行动，尊重
爱护每一位学生。

生活中，红槽房小学的刘老
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关心孩
子的身心健康，解决孩子们成长

中的各种烦恼，常利用课余时间
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科技模型，还
经常为孩子们购买各种科技材
料，开展科技活动，提高学生的动
手动脑能力。

毫不犹豫地答应管理后勤
时，刚入职曙光幼儿园的隆老师
就扛起了保障部管理工作。工作
3年以来，她已经分不清多少个节
假日都坚守在一线，为幼儿园的
修缮努力，还带头开发幼儿园食
育课程，培养了多样化、专业化的
后勤团队。

在沙坪坝区，还有很多爱岗
爱生、启智求真、诲人不倦的好老
师，他们精业善道，笃学严谨，固
教师授业之本；尊重个性，关爱心
灵，显教师仁爱之德；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树教师时代之风。
为何沙坪坝区能涌现出诸多

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师德典范？
沙坪坝区创新实施师德师风

建设工程，加强对教师的学习教
育，强化奖惩制度建设，活化宣传
典型，营造尊师重教好氛围，引导
广大教师善为人师、以德立身、以
德施教。

据了解，该区建立领导机制、
评议制度、监督考核机制等，形成
联动贯通、层层落实的师德师风
建设格局，促进师德师风建设规
范化、严谨化；完善师德师风教育
的两级培训机制，做到师德教育
的全覆盖，不断提升教师的品德
修养；开展“我是党员教师”“最美
教师”等活动，构建风清气正的育

人环境。
为了让教师的行为有“硬杠

杠”，沙坪坝区开展在职中小学教
师有偿补课专项治理工作，设立
并公布电话、信箱等多形式、多渠
道的师德师风投诉和举报平台，
构建了社会、职能部门、学生、家
长“四位一体”的师德师风监督网
络。

沙坪坝区多维并举地引导教
师树立崇高理想，培育重德养德
良好风尚，形成了师德建设长效
的机制。更多甘为人梯、无怨无
悔的沙磁名师，用双手托起明天
的太阳，用青春铸就永恒的丰碑。

严以修身立德为本 用青春和热血铸就师德之魂

沙坪坝区举行第36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举办区级培训班74个，培训

8253人次；选送150余名教

师参与市培和国培项目。

全国历史优质课（初中组）评
比中荣获一等奖、重庆市“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初中组特
等奖；重庆市第三届“我最喜爱的
班主任”荣誉；全国历史教研论文
评选一等奖等教学成绩……从教
12年来，重庆一中的王老师凭借
出色的业绩水平，收获了教育教
学的果实与芬芳。

“多亏了沙坪坝区为我们搭
建各种各样的培训平台，我参加
了不同层次的培训，才能不断精
进教育教学水平。”王老师说。

这是沙坪坝区重视人才，落
实人才培养政策，为教师搭建发
展平台的一个缩影。

得益于沙坪坝区构建教师培
养新体系，拓展教师培训平台，不

少像王老师这样的老师，都在平
凡的教学岗位上，实现着人生的
价值。

重庆七中的冉老师多次参加
各级各类教师技能培训、新课程
改革培训、专家讲座，不断吸收新
知充实自我，并通过在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学
能力和素养。曾赴德国马格德堡
参加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培训，参
加幼儿园国培项目“名园带片区”
培训、重庆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
业带头人培养对象培训等，重庆
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刘老师磨砺
了教育教学的过硬技能……

事实上，沙坪坝区从顶层设
计、培训内容、价值取向、培训途
径等方面，不断创新教师培训模

式，推进教师专业发展转型升级
和模式创新，切实培养具有示范
性和引领辐射力的名优教师队
伍，构建教师培养的新格局。

据了解，全区不断构建更为
完善的教师全员培训和骨干培训
双培养机制，实施“1+N”引领工
程，采取上联下接、内引外联的办
法，挖掘区内外名校和高校的优
质资源，拓宽教师的成长空间，与
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
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合作，合理调
配教育资源，在合作中组织学术
交流和研讨，进一步开拓教师的
视野。

为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
构，打破学校教师发展的“天花
板”，沙坪坝区按照“引才”与“引

智”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筑巢引
凤，形成惜才、识才、用才、成才的
人才选用氛围，落实落地引、育、
培、用等环节，形成区域聚才的

“强磁场”，统筹推进高层次人才
队伍建设。

此外，沙坪坝区还从政策保
障、教师关爱、提高待遇等方面着
力，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他们
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
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接下来，沙坪坝区将持续探
索教师队伍培养的更多有效途
径，多层面、多渠道构建教师培养
的多维网络，形成“人人参与，个
个提升”的教师队伍发展局面。

搭好台子锤炼专能 助力“一流之师”加速崛起

时光回到去年11月3日—4
日，沙坪坝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
院组织凤鸣山中学、68中、南开小
学、覃家岗小学4所学校的语文、
数学、英语等学科教师一行7人，
长途跋涉来到奉节县西部一小、
云雾小学、兴隆初级中学、竹园初

级中学等乡镇学校，开展了沙坪
坝区援助奉节县教师培训活动。

这次援教活动依托重庆市
“国培计划”，由奉节县教师研修
中心组织实施开展。沙坪坝区选
派优秀骨干教师以“聚焦课堂教
学，提升教师能力”为主题，以“课

堂示范展示、同课异构观察、学科
研修讲座”为载体，展示了4节教
学示范课，进行了4场学科教学
专题讲座……

“本次援教培训活动，骨干教
师针对性、实效性、先进性的课堂
示范引领以及专题交流分享，既
有示范引领、同课异构，又有互动
研讨，课题指导，体现了‘按需送
教、课堂落实、能力提高’的工作
理念，提升了奉节县乡村青年教
师专业发展水平，为推动重庆市
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而做
出积极贡献。”参加活动的沙坪坝
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沙坪坝区开展智力
扶贫，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全区很
多教师都积极投入到教育精准扶
贫的工作当中，以引领课题研究，
提升师资质量，推进课堂改革等
多项“帮扶引领”措施，推动优质
教育资源进入边远地区，带动城

乡教育的均衡发展，让所在地居
民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谐发
展的帮扶发展共同体。

据悉，沙坪坝区以名师引领、
资源共享等方式，开展对口帮扶
引领工作，例如重庆七中与奉节
县龙泉初级中学组建“重庆七中
— 龙 泉 初 中 英 语 教 研 工 作
坊”……让“输血”与“造血”“扶
贫”与“扶智”有机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沙坪坝区加
大宣传力度，增强全员帮扶意识，
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发挥人才
智力扶贫作用，通过走访调查、摸
清底数，掌握扶贫进度，对贫困户
进行慰问，展开调研帮扶工作，把
关爱送到了老百姓身边，为当地
的脱贫攻坚贡献智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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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沙坪坝区教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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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表扬沙坪坝区“十佳校级干部”

“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优秀教

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等优秀教师

228名。19名教师入选“沙磁

名师”“沙磁工匠”“沙磁名教练”。

开展常规化、常态化、主题化、品

牌化项目74个，培训8253人

次；启动第二届名师工作和第七届

导师制工作，开启29位名师带领

228名骨干教师三年专业成长的

历程。

“我是党员教师”讲述现场

全区举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系列活动

区内“学区共同体”开展研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