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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铜梁区关溅小学地处琼江边，有
600多名学生，其中大约60%都是留
守儿童。在琼江对岸的梧凤、梅子两
个村，每年都有三五个适龄儿童要到
关溅小学读书，但因为沿江公路到校
较远，所以乘坐渡船成为这些孩子上
学的捷径。

13年前，刚到关溅小学的刘明
静得知孩子独自乘船很不放心，于是
决定每天都到江边码头护送孩子，耐
心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并看着这些孩
子乘船安全到岸才离开。也正因为
此，她成为学校到得最早、走得最晚
的那个人。

这些学生中大多数都不是她班
上的，但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她的关
心和温暖。学生说：“刘老师像我们
的妈妈一样，每次都要看我们上了岸
她才走。”13 年日复一日，寒来暑
往。虽然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但刘
明静的护送却从没间断过。渡船的
船夫、乘船的村民都亲切称她为“渡
娘”老师。

在刘明静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老师加入其中，如今关溅小学已成
立起“渡娘”护河小分队。多年来，学
校没有一名学生因乘船发生安全事
故。

铜梁区关溅小学教师 刘明静
“渡娘”13年坚守码头，只为孩子安全过岸

还是一名幼儿老师时，童敏总是
把每次日常教学都当作公开教学一
样准备。她学着放慢语速、俯下身
子、走进孩子。孩子不舒服，她抱着
搂着；家长没时间接送，她就一个一
个送回家里……在她的工作辞典里，
只有“热爱”二字。

2008年她走上园长岗位，让更
多的孩子享受更好的学前教育成为
新追求。

受困于幼儿园场地有限，很多活
动无法开展，童敏因地制宜探索出一
条向空中拓展活动场地的新思路，以

幼儿发展为本，以现有条件为本，以
循序渐进为本，利用坡地、树林、建筑
外墙等打造集观察、运动、探究为一
体的“我们的生态园”，成为孩子们感
知、探险、交往、游戏的天地。

她是“园长妈妈”，也是“全能专
家”。她先后获得重庆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重庆市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
在她带领下，幼儿园涌现出一大批师
德好、业务精、能力强的“幼教尖兵”，
幼儿园先后获得重庆市幼儿教育先
进集体等多项荣誉，近年来先后吸引
市内外1000余人次前来观摩学习。

武隆区示范幼儿园园长 童敏
当得了“园长妈妈”，成得了“全能专家”

2016年 5月，西南地区首个“海
军航空实验班”落户重庆十一中，急需
一位政治素养高、管理能力强、教学成
绩好的班主任。朱习江老师成为不二
人选，当时她已经是屡获殊荣的资深
教师，却仍然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谦逊好学的她克服重重困难，结
合学校“博文修德，精益求精”的办学
理念，制定了《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海
军航空实验班管理守则》，以“海航大
讲坛”等活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以

“模拟飞行”等课程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同时还创新开展“海航合唱团”“海

航演讲团”“海航书法社”“海航涂鸦
社”“海航话剧社”等活动，形成了基
础课程、融合课程和拓展课程三位
一体的海航班特色课程体系。

2017年 1月6日，全国海军航
空实验班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学校顺
利召开，重庆十一中海军航空实验
班的办学经验作为范本得到推广。
2020年还成功申请国家级课题《海
航特色教育与高中体育与健康的整
合研究》。两届高考，49名海航学员
考上了海军航空大学飞行与指挥专
业，还有3人是清华、北大双学籍。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教师 朱习江
逐梦海天，领“海航班”雏鹰振翅高飞

罗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国
企，待遇相当不错。2008年他
得知黔江职教中心在招聘汽修
教师，就萌生返乡从教、反哺故
乡的想法。

进入学校初期也是汽修专
业建设起步阶段，为了帮助学
生更好地开展实训，他到修理
厂找来大量废旧部件做成教具
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还常
常利用周末带着部分学生到修
理厂“体验式”学习……一个个
困难迎刃而解的同时，学校汽
修专业也蜕变成重庆市高水平
骨干建设专业、国家示范重点
专业、中德（重庆）汽车职业资

格培训与认证中心联盟单位、
教育部“1+X”证书全国首批试
点专业。

罗林先后培养2000余名
贫困学生掌握汽车维修技能，
其中 1000 余名进入长安、大
众、吉利等大型企业工作，带动
1000余个家庭脱贫致富。

这些年来，罗林还带领教
学团队先后组织电商培训、创
业培训等累计52期，常年培训
学员2000人以上，并积极协助
扶贫村种植大户销售蔬菜3万
余斤。他说：“苦点儿累点儿没
什么，能帮到更多人脱离贫困
就很幸福。”

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教师 罗林
热爱家乡，“汽修达人”演绎技能扶贫

10年前，李沂念成为重庆市
特殊教育中心的一名音乐老师。
走进校园的第一天，他被眼前的
景象震撼了，盲孩子们在校园里
行走自如，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尤其令他震惊的是，学校居
然有一支“扬帆管乐团”，虽然当
时演奏还很稚嫩，但要知道这些
孩子都看不见，学习器乐演奏更
是困难重重。

当时他就暗暗下定决心，一
定要发挥自己所学把这支管乐团
带好。

李沂念从零开始，学着读密
密麻麻的总谱，学习指挥手势，揣
摩着怎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师
生们讲解气息的控制和乐曲的情
绪处理，摸索着乐团日常管理的
办法……10年来，李沂念带着扬
帆管乐团师生练出30多首曲子。

2012年“扬帆管乐团”应邀
参加上海之春国际管乐节展演，
随后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
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指导帮
助，演奏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些
年陆续登上北京音乐厅和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在解放军军乐厅和重庆大剧院开了专场音乐
会，让更多人听到盲孩的演奏，感受到特殊教育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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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信息技术教师，也是一
名新人教师，目前斩获了28个奖项，
其中国际奖项1个、国家级奖项9个。

作为重庆唯一受邀教师，她在
2020年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全国研讨会上展示获奖课例
——《走进智能家居》，整个小学组的
全国展示课例仅有10个，她向全国
展现出重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水平。

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次执教
区级研究示范课，还是重庆青少年信
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专委会委员。自
编微课《跳舞的女孩》获全国中小学
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全国二等
奖，撰写的论文获重庆市基础教育改

革论文大赛一等奖，先后指导学生获
奖14次。

随着教学水平的提升，她深刻意
识到学生应具备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的素养和能力，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她通过项目化方式组建学
生团队，引导学生从生活出发，发现
身边的潜在问题，并开展实际行动，
从批判、创新的角度解决问题。例如
在《文明养犬》项目实施过程中，她动
员学生深入社区展开调查，在实践中
发现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从而
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江北区玉带山小学教师 赵子苇
青出于蓝，3年获国际、国家级等奖项28次

数说“十三五”人物故事——重庆教师点亮孩子人生梦想

●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各
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36.74万
人，较“十二五”增加3.54万人，

增幅达10.7%。

●新增市级骨干教师3237
人、市级学科名师485人、市级学

科带头人69人、教育家型教师培

养对象63人。

●创建各类名师工作室 85
个。

●共争取和投入市级以上教师
培训经费7.35亿元，培训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18万余人，成为3个国
培免评备案省份之一。

●截至目前，我市共招聘特岗
教师4600人，培养农村小学全科

教师7400人，培养学前教育公费

师范生2000人。

●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标准
提高，年补助资金4.26亿元。

●“十三五”时期，提升教师职
业荣誉感，17个集体和54名个
人获国家级表彰，市级评选表彰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50个、先进个人

近300名。

小学教师——赵子苇
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乡村教师——刘明静
铜梁区关溅小学

特殊教育教师——李沂念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幼儿园园长——童敏
武隆区江北幼儿园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罗林
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中学教师——朱习江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铸师魂强师能 坚持立德树人照亮奋进之路
作为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重庆教师

用爱点亮万千学子的人生梦想——
坚守于乡村的他们教会孩子学识与

能力，让孩子更自信、阳光、乐观；立足于
课堂的他们创新运用多种课程和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奋进
于岗位的他们不断寻求着自我突破，凝心
聚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尊师重教、以教兴市，是重庆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坚守。

“十三五”时期，我市大力推进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师德素养提升、规
模结构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教师地
位待遇提升等方面亮出新作为、取得新成
绩，为重庆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
以师德为魂，带动教师以德为先、以

德施教、以德立身。
我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师德

师风建设，引导教师追求道德高线、严守
纪律底线，建立师德师风群众举报问题查
处机制，把师德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
评聘、表彰奖励，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将
教育部出台的《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等作为教师从教要求和培训
必修内容，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遴选120
个最美教师优秀案例，举办4届“重庆好
老师”演讲比赛……真正做到让师德师风
成为教师的第一素质和第一评价标准。

以培育为脉，引领教师传播知识、传
播思想、传播真理。

一方面，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推进师范生公费培养、高校师范类专
业认证，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有效改善了
教师队伍结构，累计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 7400 人，培养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
2000人。另一方面，多措并举创新教师
培训，构建起国培作示范、市培抓重点、区
县保全员、校本重教研的“四级互补”培训
体系，培养出一大批市级骨干教师、学科
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仅是
2018年-2019年期间，就分层分类培训
教师6万余人次，其中乡村教师4万余人
次。如今城乡教师资源配置更均衡，教师

职业发展更通畅，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不断涌现。推动全市教育教学水平不
断走高。

以保障为骨，激励教师潜心育人、创
新育人、幸福育人。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工作，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具体要求与改革路径。在全力改革创新
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之际，全面推行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县管校聘”，有效满足了
城乡一体化办学的师资需求。与此同时，
我市着力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落实教师
法定待遇，并提高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
助、特教教师津贴标准、特岗教师补助标

准等，极大增强教师职业归宿感、荣誉感、
幸福感。

“待遇提高了，留在农村教书育人同
样幸福。”“培训机会多了，我很快成长为
骨干教师。”“如今重庆教育环境越来越
好，我自己不断寻求教学突破的干劲也越
来越强”……这些来自一线教师的肺腑之
言，正是重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的生动回响。

“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牢
记殷殷嘱托，重庆将继续把尊师重教摆在
重要位置上，为重庆高质量发展增添更明
亮、更幸福的“教育底色”。

王小寒 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