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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之师是如何炼成的？

7 月 23 日 ，
2020年全国高考
成绩揭榜。重庆
市第三十七中学
传来喜报，双创新
高，学生嫣然被清
华大学环境设计
专业录取，实现了
该校教学质量的
新的突破。

满园春色的
背后，离不开的是
园 丁 的 辛 勤 耕
耘。而37中学子
的佳绩频传，正是
受益于三寸讲台
之上，那支严谨治
学，始终主动提升
自我教学能力的
“自得之师”。

近 年 来 ，在
“自得文化”的引
领下，重庆37中始
终以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为核心，以
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宗旨，打造
素质优良、业务过
硬的教师队伍，以
专业助推学生全
面成长，在脚踏实
地中走出一条别
具特色的教育进
阶之路。

定格·最美教育团队>>>

梯队建设
搭起教师成长立交桥

在37中，但凡上过唐家龙老师
语文课的学生，都对他有着一致的
好评：“文化积淀深，讲课有方法。
从来不照本宣科，更多的是鼓励我
们拓展思维，有敢于求同存异的精
神。”

这样的教学风格，在他的课堂
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讲到教材
里出现的经典名篇，他在带领学生
探究文学之美的同时，也不吝潜心
钻研，深耕细磨，用教育人的眼光去
发现那些细节里的“不完美”之处，
并以行动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学会
质疑。

课堂之外，他也善于传播传统
文化之美。凡是他教出来的学生，
几乎人人都会创作传统文学作品，
诗词、戏曲、歌赋，信手拈来。

从教20余年，唐老师始终坚持
深耕语文教学，在业务和教研方面
都积累了深厚的经验成果：市级高
中语文学科名师、区级高中语文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西部之光”访问学
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16篇
论文获市级国家级比赛一等奖……
如今，这些“头衔”也激励着他继续
立足教学一线，将一名优秀教师的
示范作用发挥到底，发挥好。

唐老师是典型，但并非个例。
37中深知，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梯
队，不仅要有身正为范的业务带头
人，也要有奋起直追的年轻“后浪”，
才能有持续发展的无限可能。

黄小琴就是这样一位成长迅速
的青年教师。2011年，研究生一毕
业，她便来到了37中任教。从最初

的学科教师，到现在的年级主任，短
短9年时间，她完成了自我的跨越式
成长。

回顾自己的从教经历，她感慨：
“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有过初入
杏坛的迷茫，也面临过不同岗位的
挑战。”她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是学
校提供的平台和团队磨合的力量，
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经历过无数个备课磨课的深
夜，踏上过竞赛角逐的讲台，奔赴在
培训研修的路上……正如黄小琴所
说那样，37中积极为教师搭建立体
培训平台，依据学科特点，个性定制
青年教师成才计划，通过师徒结对、
亮相课、转正课、5年内新教师考试
等形式挖掘新教师“慧根”，让无数
同她一样的年轻教师走得快，行得
远。

如今，学校 20 多人次获国家
级、市级优质课竞赛一等奖，25位优
秀教师被评为市骨干教师、区名师、
区学科带头人。学校拥有五个大渡
口区“三名”工程工作室，莫能芳班
主任工作室被评为重庆市班主任工
作室……梯队化建设之下，37中这
支“自得之师”正在愈发壮大，愈加
优秀。

深耕教研
激活教师发展内驱力

在37中，有一个为老师们量身
打造的“节日”。每年春天，学校都
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自得”杯学术
节。期间，学校除了会开展常规的
选修课、优质课大赛、评课比赛、教
师论坛等活动，还会根据学校和师
生发展的需要，设置基本功大赛、学

科特色活动、学科特色课展示、说课
比赛等。

“学校举办学术节，旨在通过各
项活动的开展，为广大教师搭建展
示自我的舞台，提供相互学习交流
的机会，促进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
学理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校
教师中心主任戴娅琴介绍。

“自得杯”学术节只是一个窗
口，折射出的是37中关注教师专业
发展的落地实践。一直以来，37中
始终坚持以学术为路径，深化教学
改革，提高教师整体教学科研水平。

重视，体现在教学常规管理中，
不走形式，只干实事。学校教研活
动常抓不懈，通过“4+2”（4次日常
教研，2次以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7有”（活动有主题、有主持人、有记
录、有签到、有报道、有照片、有资料
留存）和“5课”（示范课、研究课、汇
报课、转正课、比赛课）等硬指标，做
到教研工作事事落实，步步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6年成功
申报“综合实践课程创新基地”以
来，学校教师在协助学生学习研究
理论、进行课题研究及物化成果的
过程中，生成了大量课程资源，为发
展课程提供了素材和灵感。2017年
学校建立“初中语文课程创新基
地”，从学科本位走向课程引领。

近五年，教师论文发表与获奖
200余篇，成功申报13个市级课题、
9门市级精品选修课程，课程改革经
验材料入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
验交流材料》，《普通高中“四主五环”
自得课堂的实践与探索》获重庆市政
府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学
校教科研成绩档次攀升，参与率增
长，成果丰硕。

严守师德
以身作则当好引路人

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要以学
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还应
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身作
则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在37中初一（4）班的教室里，
挂着一个“心语信箱”，这是班主任
杜敏与学生们建立起的沟通桥梁。
平日里，来信大多是匿名的小报
告。杜敏发现，学生小邓时常因为
叛逆的行为频繁被同学“投诉”，她
便找到小邓谈话，孩子却始终不愿
敞开心扉。

“有什么开不了口的心里话，可
以写信告诉我。”沟通无果，杜敏的
一席话却悄悄发挥了作用。不久
后，她便收到了孩子的来信，从信中
得知，原来孩子由于身处二胎家庭，
长期不受重视，才慢慢变成现在自
卑又叛逆的样子。

找到症结，就要对症下药。杜
敏一方面联系小邓的父母进行深入
沟通，一方面积极为小邓做心理疏

导，尽力帮助孩子走出青春期的阴
霾。慢慢地，孩子变了，变得积极又
上进，学习与生活都走上了正常的
轨道。

一个小小的“心语信箱”，是杜
老师用心用情关怀学生的缩影，也
是37中教育人当好学生心灵引路人
的直观体现。

以德自律，才能立德树人。在
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37中始终不
忘育人初心，把师德教育摆在重要
位置，积极引导广大教师强化师德
修养，当一个师德高尚的好老师。

近年来，学校通过开展师德养
成教育、“三项教育”，加强师德培
训，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等，培育
了一大批有涵养、有情操的教书育
人楷模，涌现了众多身边教师的感
人教育事迹，深刻诠释着师德内涵，
传递着榜样力量。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
人”，一直是37中永不止息的追求。
未来，37中教育人还将继续乘风破
浪，不断前行，力创更美好的未来。

谭茭 刘洋
图片由重庆37中提供

生动的初中物理课

教师示范篮球要领

——解读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优质教育背后的团队故事

参考人数911，重本上线
526人，突破500大关，重本
上线率57.7%……今年高考，
重庆37中重本人数及升学率
再创新高，高分段亮点突出，
特色班成绩斐然，清北实现突
破。当得知喜报的那一刻，所
有三七教育人都为之而振奋。

荣耀的背后，离不开一支
始终拼搏在教学一线的团
队。他们是37中高2020级
管委会，虽然核心队伍只有6
位成员，但却在过去的三年时
光里，带领整个年级，各个学

科组老师，用专业负责的精
神，与学生共同鏖战，最终以
优异的成绩为三年的奋斗交
上满意的答卷。

“我们这支团队，虽然基
本上都是由年龄偏大的老教
师组成，但是面对繁忙的教育
教学工作，大家从来没有过丝
毫懈怠。”年级主任李昱介绍，

“尤其是疫情期间，从来没接
触过网络教学的老师们，每一
位都全情投入，积极跟进网课
培训，努力为学生创造在家学
习的条件。”

每一场教研例会都不落
下，每一次备课都认真探
讨，每一个教学细节都用心
策划……过去三年，高三年
级组的老师们始终躬耕不缀，
用爱凝聚力量，用心浇灌学生
成长。

就是这样一支教师队伍，
从一开始“重点450，艺体有
亮点”的艰难目标，到如今的
教学质量再上台阶，素质教育
齐头并进，不断创造着突破自
我的奇迹，书写出三七教育人
的卓越与担当。

高2020级管委会：

用爱凝聚力量 用心浇灌成长
去年冬天，重庆37中的

初中物理组向治宇老师远
赴忠县，在当地的新立中学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物理精
品课《光的奇思妙用》，课堂
上通过引导学生操作平板
电脑，完成光的反射应用实
验，为当地孩子们留下了难
忘的学习体验，也让现场观
摩的老师们有了新的教学
收获。

事实上，这并不是37中
的老师们第一次送课到区
县的乡村学校。

早在2008年，学校就与
万州高峰镇中学对口开展
了教育帮扶工作。每一年，
37中都会分派不同学科的
老师前往帮扶学校，为当地
的学生献课，同时与友校老
师展开教研探讨，切实帮助
其解决教学工作中遇到的
困惑与难题。

“每次送课前，我们都
会事先打磨课程，教学以实
用性为主，保证送到学校的
每一堂都是精品课。”初中
物理学科主任袁卫华说。

一人行快，众人行远。
多年来，重庆37中培养出了
一支优秀的教育团队，却并
没有把教育的眼光囿于本
校，而是充分发挥名校的资
源优势，积极通过各类走
教、送教活动，把教育的温
度传递到更远的地方，用优
质的课堂教学，帮助薄弱学
校的教师发展，在“输血”的
同时为他们提高“造血”功
能，为教育均衡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送课到村校 共绘教育“同心圆”

大爱·教育薪火相传>>>

小组深度合作促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