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保障
让更多乡村教师安心从教

2011年，蔡华仁离开四川老家，
来到梁平虎城镇，成为当地一所村小
教学点的包班老师。扎根大山深处，
每天往返7公里的山路，在艰苦的环
境中为乡村里的孩子传授知识，他从
未想过离开，在乡村教师这个岗位上
一干就是9年。

他的妻子赵小翠也是一名人民
教师。5年前，在蔡华仁的支持下，
赵老师毅然选择调离原来执教的地
区，主动请缨来到梁平，和他一同坚
守在这方土地，为梁平的乡村教育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说，这里的学校需要老师，
这里的孩子需要教育。待得越久，对
这片土地的感情越深，对乡村教育的
责任更重。

让他们选择留下来的除了心中
对教育事业的赤诚，还有逐渐改善的
教育环境、政府和学校对乡村教师的
重视与关怀。“学校建起了新校区，交
通便利了，不用辛苦走山路。待遇也
越来越好，加上各种补贴，每个月的

收入增长了不少。”蔡华仁说。
现在，夫妻俩住在学校分配的教

师周转房里，有安稳的住处，有固定
的收入，还有一份热爱的教育事业。
留在梁平，让他们由衷地感受到当一
名乡村教师也很幸福。

蔡华仁夫妇的故事只是一个缩
影。在梁平，像他们这样来自异乡却
最终留下来安心从教的乡村教师不
在少数。正是这些默默坚守、无悔付
出的乡村教师的存在，才让那些大山
里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教育的滋养。

一直以来，梁平区尤为重视乡村
教师的培养与发展。为了让乡村教
师引得来、留得住，也教得好，全区加
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福利待
遇，加强专业培训，不断创造条件为
乡村教师谋幸福。

全区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基
本工资定期调标、绩效工资、乡村教
师岗位生活补助和乡镇工作补贴等
政策，不断改善义务教育教师工作和
生活条件，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全区公务员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绩效工资向乡镇寄
宿制小学倾斜；乡镇学校按照边远距

离和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
等因素划分为十类，乡村教师岗位生
活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200元—900
元提高到320元—1100元，共惠及
3.07万人次乡村义务教育教师；新建
多套教师周转房，解决教师的住宿问
题……一系列落到实处的暖心工程，
让留在梁平的乡村教师受尊重、有回
报、得发展。

2014年至今，全区发放乡村教
师岗位生活补助10300余万元、乡镇
工作补贴7300余万元，为25所学校
修建教师周转房517套，乡村教师住
房、医疗、救助等政策保障不断完善，
乡村教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逐年
增加。

专业引领
工作坊共建共享育名师

去年12月，梁平区莫绍萍名师
工作室第二期学员正式开班。活动
中，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19名美术
教师相聚一堂，借助名师工作室的平
台，聚焦美术教学、梁平年画民间艺
术传承等专业领域，展开深入的交流

和研讨。
据了解，自“梁平年画”市级传

承人莫绍萍名师工作室创办以来，
培养了全区各乡镇美术教师30余
人，近1万名学生在成员教师指导下
取得了优异成绩。师生创作的年画
作品在全国各地展出，被市博物馆
收藏，并入编全国美术教材。

莫绍萍名师工作室的优质发展
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在梁平教育
的建设和推动下，全区相继涌现了
中学政治谢祖芳名师工作室、小学
班主任钟雪英工作坊等优秀教师工
作室（坊）。其中，谢祖芳名师工作
室培养学员张勇获评2019年“重庆
市优秀教师”，钟雪英工作坊完成国
家级子课题1个、市级课题1个、区
级课题1个，各名师工作室（坊）在教
师培养、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丰硕
成果，在全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
领作用。

“教师工作坊是‘国培计划’的创
新设计项目和高段研修项目。”梁平
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通过
探索构建骨干教师跨年度、分阶段连
续性培养新模式，施行导师制和学习
共同体研修方式，有效发挥“种子”教
师在全区教师队伍建设中的辐射带
动作用。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全区教
育系统建设了学前教育工作坊1个、
中小学学科名师工作室、教师工作坊
21个、校长工作坊2个、班主任工作
坊2个，在研学员近500名，实现了
学科、学段全覆盖，工作室、工作坊成
为引领干部教师专业成长的“学习
型、辐射型、合作型和研究型”的孵化
摇篮。

教师培训
梁平“国培”品牌美名扬

绘本讲述、语言游戏、语言课例
……去年11月，在梁平区双桂幼儿
园开展的“国培计划”乡村幼儿园教
师保教能力提升培训活动中，来自北

碚区的教师为现场观摩学员们展示
了一堂优秀的公开课。

公开课上，创意十足的游戏化课
程设置、师生间精彩的互动教学，让
参与培训的100余名幼儿教师深感
收获颇丰。来自梁平区紫竹小学幼
儿园的韩清表示：“今天，我学到了很
多课堂教学小技巧，感谢自己拥有这
样高水平的学习机会。”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梁平区“国
培计划”送教下乡培训模式的一次生
动实践。多年来，梁平区通过以“国
培计划”送教下乡培训模式激活校本
研修，打造“外力驱动—链式传动—
实践撬动—研修常动”的“四轮驱动”
培训新模式，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为全区乡村教师专业化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梁平区深知，一支高素质的专业
人才队伍是教育优质发展的核心内
驱力。而加强新时代教师培训，则为
提升教师素质、打造人才强队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为此，全区始终坚持探索教师培
训新模式新机制，着力打造“骨干教
师培训”“送教下乡培训”等品牌项
目，并取得显著的改革成果。2015
年“国培计划”重心下移，梁平被市教
委确定为首批16个“国培计划”项目
县之一，梁平“国培”品牌得到教育
部、市教委和市内外专家的的高度认
可。

5年来，全区义务教育和学前教
育获得7010人次的培训，4141名乡
村教师在“国培计划”五大类项目实
施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全区掀起了
积极参培、协作探究、主动提升的热
潮，同步驱动校本研修落实落地。

如今，全区现有市级学科带头人
2名、市级骨干校长4名、市级学科名
师15名、市级骨干教师153名、区级
骨干教师1277名。梁平教育正以特
色国培为引领，培养出一大批业务精
湛的高素质教师，为全区教育发展添
能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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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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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梁平区始终将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
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全
区以铸师魂为核心、修师德为
根本、强师能为重点，保障待
遇、专业提升、制度改革等多
措并举，让教师们在岗位上有
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勇
敢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为全
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莫绍萍为名师工作室学员教授梁平木板年画

——梁平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侧记

乘风破浪的教育追梦人

锤炼向善之师
引领学生成长

“高三前期，由于没适应新的学
习节奏，我的成绩一度下滑得厉
害。”从初一入校，到升入本校高中
六年时光里，冯胜认为自己的成长
并非一帆风顺，也曾经历过学习的
低谷。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
太久，他的问题很快便在老师们的
帮助下得到有效解决。理综题做不
完，物理老师就传授正确的答题技
巧，让他学会合理安排时间；英语词
汇量少，英语老师就指导他从基础
的单词练起，慢慢养成注重积累的
好习惯……

“老师们的帮助给我的最大收
获，是让我明白了学习是一个动脑
的过程，科学的技巧与系统的思维
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冯胜
说。

不是一味的知识灌输，而是教
会学生学会学习，养成正确的思维
方式，是两江中学一直以来坚持的
育人理念，也是学校教师团队专业
强、素质高的生动体现。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
办学多年，两江中学始终注重教师
专业精神的培养，坚持抓师品、强师
能，成就教师“上善若水”的品质，以
教师的专业发展带动学生的快速成
长。

近年来，学校通过“校培+国
培+外培+借脑培训”多级培训形
式，搭建起以学校培训为主、年级组
与学科教研组研训结合的集体备课
制度。同时积极采取“内培+外引”
的模式，开展教学大练兵，组织三课
三赛，营造了浓厚的教研氛围，引领
教师专业发展。

“今年，在疫情影响下，我们仍
然坚持开展网络教研，提升教师教
科研水平。”两江中学负责教研工作
的刘红英介绍，学校本学期多轮次
开展校本培训，参训教师1600人
次，市区级网络培训35人，本学年
论文发表30余篇，市级论文获奖11
篇，起到了积极的辐射示范作用。

通过大力实施教科研兴校战
略，两江中学相继涌现一大批优秀
青年教师。仅2019年，学校先后有
87人获得市区级表彰，一支市级、区
级、校级三级骨干教师队伍已然形
成，正在不断为学校人才培养贡献
强劲的专业力量。

打造灵动课堂
演绎教学生态

对冯胜来说，高中三年时光里，
班主任张老师是对他产生深远影响
的老师之一。不仅是平日里生活上

的关怀与帮助，让冯胜受益匪浅的，
还有张老师上的数学课。

“我很喜欢听张老师讲课，课堂
上他有激情，善于拓展我们的思维，
也有很强的互动性，让原本枯燥的
数学课也能充满乐趣。”冯胜说。

张老师的课堂，注重“有效教
学”，善于为学生创设愉悦的学习环
境。凡是发给学生做的试卷，他都
会提前做一遍；讲解课程难点，他随
手拿起身边的物品演示，让知识变
得直观易懂；学生状态不佳，他直接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以活动的形式
展开教学……

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实现从
以教为本到以生为本的教学关系转
变，让原本沉闷的课堂变得轻盈“灵
动”——张老师的数学课，正是两江
中学开展教学改革，打造“灵动课
堂”的精彩缩影。

近年来，学校坚持“质量为立校
之本”的思想，将改革提质的重心瞄
准课堂主阵地，分别进行了初中“有

效课堂”和高中“灵动课堂”的构建。
其中，高中“灵动课堂”的构建，

通过以按生本发展要求，实施部颁
课程与校本课程达到“课程灵动”，
以提升思维品质和能力达到“思想
灵动”，以语言丰富、生动、精准、专
业达到“语言灵动”，和以科创发明、
校外实践达到“实践灵动”，四个维
度发力，让课堂教学从高效走向卓
越。

以课堂教学为立足点，进一步
向课程要质量。在落实好国家课程
的基础上，两江中学还通过开发系
列校本课程，满足了学生多样化、差
异化的发展需求。

如今，重庆市普通高中课程创
新基地（化学）、市级精品选修课程
《化学与健康》《趣味实验与生活化
学》《高中化学测量与评价》等一系
列荣誉的获得，正在让两江中学以
课改推动教育优质发展的脚步走得
愈发笃定。

丰富特色教育
拓宽育人途径

在校期间，冯胜不仅一直是一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课堂之外，他
也有着十分出色的发挥：全国数学
联赛预赛一等奖、复赛三等奖获得
者，“感动两江”年度十大人物，年度

“校园之星”……各类荣誉的取得，
不仅仅为他打上“优秀”的标签，也
让他三年的高中生涯过得更加充实
和有趣。

“数学一直是我喜爱并擅长的
学科，很高兴能有机会去往更广阔
的舞台展示自我。”提到曾经的参赛
经历，冯胜坦言，虽然最终没有拿到
自己最理想的名次，但在过程中得
到了锻炼，开拓了眼界，对他而言都

是宝贵的体验。
事实上，在两江中学，“成绩”从

来不是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
准。学校致力于挖掘每一个学生潜
在的个性和特长，并积极提供多元
化发展平台，让“促进学生主动、全
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的育人目标
变为现实。

不仅限于学科竞赛，一直以来，
学校都以“善教育”为核心理念，强
化特色教育，紧抓体艺和特长，加强
美术、音乐、体育特长生管理、训练、
培训，着力打造合唱、舞蹈、跆拳道、
羽毛球、足球、田径和网球等团队的
建设，成效显著。

作为特色教育的实践载体，两
江中学的社团文化尤为值得一提。
社团原本是学校为了丰富校园生
活，发展兴趣特长的产物，但随着学
生的广泛参与，如今学校社团数量
已经扩展到27个，其中囊括了3d打
印、数学建模、墨趣国画、环境地理
等各个领域，其中，模拟法庭社、心
晴心理社被评为重庆市高中优秀学
生社团，形成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
育人格局。

日前，两江学子参加重庆市“巴
渝好少年防疫小先锋”活动，书画组
两幅作品获得三等奖，学校评为优
秀组织奖；学生参加全国地球小博
士比赛，获得全国一等奖5人，二等
奖5人，三等奖11人，优秀指导教师
奖3人；学生参加重庆市青少年网
球锦标赛、重庆市青少年跆拳道锦
标赛、重庆市青少年羽毛球精英赛
等屡创佳绩……两江中学的师生正
活跃在各大赛事、活动中，以出色的
表现书写着两江学子全面发展、个
性成长的优秀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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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灵动——学生在仙桃数据谷进行研学实践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西政附中）优秀学子成长侧记

质量立校 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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