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树优秀典型
以榜样力量引导教师崇德尚美

在沙坪坝区教育系统，一个个暖心
事件接连刷屏：

2020年春节期间，南开中学的罗艳
明老师奔波于湖北抗疫一线，她舍弃陪
伴家人的时间，以上门登记所有居民体
温，为小区分配爱心蔬菜等方式服务群
众，并克服重重困难为学生上好网课；

向家湾小学的马学财老师不但教
会了特殊学生的文化知识，更教会了他
们做人的道理。曾经有一位特殊孩子
有破坏公物、咆哮课堂、沉迷游戏等陋
习，马老师用自己的真心真情把他挽救
回来。毕业后，小蒋自食其力，成为了
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体育课示范急行跳远时，阳光家
园小学的冯昭阳老师为避让学生，左手
臂摔成桡骨头粉碎性骨折。经过治疗
出院后，他因为牵挂学生，主动放弃在
家静养，打着石膏吊着绷带上完了一学
期的课。

对学生成长，既严格要求、又悉心
呵护：问寒问暖，照顾生活起居；对体
弱、家贫的学生百般照料；每逢节假日，
都与学生一起度过……重庆西藏中学
的陈敏老师既是老师又当学生的母亲；

……
由沙坪坝区教育系统涌现出的榜

样人物，留下的令人感动的故事不胜枚
举。这些故事的背后，折射的是沙坪坝

区教师队伍“恪尽职守、甘于奉献、淡泊
名利”的育人初心，以及“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

沙坪坝区教育系统认为，师德是教
师的灵魂，是恪守师道尊严的核心。要
大力弘扬先进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激发
活力、鼓舞斗志、指引方向，为师德师风
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据了解，该区教育系统围绕“党员
先锋”、“师德楷模”、“身边好榜样”等主
题，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评
选活动，选树一批师德师风先进集体和

师德师风先进个人，激励广大教师积极
投身教育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

“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积极向上
氛围，让教书育人典型亮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发挥优秀
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沙坪区教育系统
搭建了网站、微博、报刊、微信公众号、
宣传橱窗等校内外宣传阵地，对反映师
德师风的先进典型事迹进行广泛的宣
传讲解，还组织了师德师风建设研讨
会，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推进全区教师
师德水平有效提升。

夯实师德之基
造就德艺兼备的“沙磁”好老师

重庆一中的杨春权老师从事高中
数学教学31年，参加了29年的班主任
工作，其中有19年时间和学生一起奋战
在高三第一线。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杨
老师勤勤恳恳，勇于探索，不断精进自
我，取得了优秀班主任、优质课比赛获
奖、重点课题研究等众多的突出成绩。

不管是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团
支部书记，还是担任班主任，二塘中学
的温文瑰老师都积极开展各种主题队
会，让学生接受爱党爱国的教育，培养
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学生树立远大
理想，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

担任立信职中汽修专业教师以来，
吴国强把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写进了

“教育信条”，他认真对待教育教学，营
造“服从”“纪律”“统一”“主动”的核心
班级文化，还指导学生参加各项技能大
赛，获得了国家级、市级等多项荣誉。

沙坪坝区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
离不开像杨春权、温文瑰这样政治过
硬、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的老师。他们
不仅是“立教之本”和“兴教之源”，更是
学生梦想的播种者、点燃者、放飞者。

“建设起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沙
磁’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系统设计，持
之以恒地加以推进和实施。”沙坪坝区

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委主任向斌说。
好老师的根基是好师德。沙坪坝

区教育系统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
握师德师风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及其内在规律性，建立师德师风建
设长效机制，以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共
建师德涵养实验区、建立师德师风档案
袋、加强教师全员培训等为突破口，突
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实现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以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共建师德

涵养实验区为契机，沙坪坝区教育系统
拟通过重点实施教师教育“种大树”计
划，推进文化涵养师德学校实验研究项
目，打造师德涵养公共必修课，打造出
10所以“中华文化涵养师德”为特色的
实验学校，积极构建“一套区域师德师
风监测评估体系”、持续开展“一项生态
调研”、努力搭建“一个多元公益支持平
台”，营建沙区师德师风的新气质、新风
貌、新风尚。

可以说，师德师风建设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造就了一批批德艺双馨的

“沙磁”好老师。
周珣 张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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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推动师德
建设走上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发
展轨道，沙坪坝区教育系统以“双减”为
契机，把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作为
发力点，确保教师安心从教、乐于从教、
精于从教，进一步提高作业设计和课后
服务质量，由点及面以确保师德师风建
设在制度上有抓手、在个人行为上有对
照、在学校管理上有规范、在评价考核

方面有依据。
具体而言，沙坪坝区教育系统积极

贯彻落实《重庆市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
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以摸排调查、畅通举报渠道、
案例报送、提交报告等形式，坚决做到
举报一起、查处一起、处理一起。还开
展全区中小学校外聘教师从教行为自
查自纠工作，对违反从教行为者给予严

肃处理。
与此同时，沙坪坝区教育系统制定

各学校开展对全体教职员工师德师风
的专题教育制度，把师德规范融入评奖
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落实
师德“一票否决制”，构建全方位立体化
的师德考核监督体系，通过领导听课、
教学督导、教师互评、学生评教，对教师
的行为规范做出综合评价。

接下来，沙坪坝区将以与北京师范
大学携手共建师德涵养实验区为契机，
分群体、分专题、分项目、分年度有针对
性地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现
状和各类项目实施工作进行实时监测
和专项监测，总结各个层面的典型经验
和案例，形成区域系列年度报告，力争
将其纳入国家总报告。

沙坪坝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正式签约共建师德涵养实验区

作为重庆市科教文
化中心和在全国有重要
影响的教育名区，沙坪
坝区教育底蕴丰厚，教
育资源富集，文化氛围
浓郁，各类教育发达，教
育成果丰硕。

在区委、区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下，沙坪坝区教育系统
坚持“以最强的师资支
撑最大的民生”和“让每
位教师都更加优秀，让
优秀教师更加卓越”的
理念，牢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使命，实施教
育“优先发展”和“人才
强区”战略，通过多元施
策打造师德师风建设良
好环境，引领更多教师
成长为塑造学生的“大
先生”。他们勇当区域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
脊梁，铸就了沙坪坝区
“教育高地”的声名美
誉。

随着与北京师范大
学共建师德涵养实验
区，沙坪坝区教育系统
正着力构建“新时代沙
坪坝区文化涵养师德的
区域治理新模式”，努力
探索一条师德师风建设
新路径，将为全市做好
样板示范，为国家提供
区域师德师风建设的新
方案、新经验。

沙坪坝 引领教师从“教书匠”成长为“大先生”
树立典范 修炼师德 加强监管

实施监管有力 为师德师风建设划好底线链接>>>

实验幼儿园、曙光幼儿园、
树人景瑞小学入选市教师教育
实践基地，王小鸥、卿昭才2人
入选中小学教学领域高层次人
才示范引领项目领衔专家，陈
娱等6人入选项目团队成员。

2021 年举办暑假、寒假和
日常教师培训58个班次，培训
教师9915人次。组织第二届9
个名师工作室，持续开展对88
位学员的专业培养，开展培训
活动70余次，辅射各相关学科
教师达900余人次。

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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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好师德师风的教育基石

“要以学生为中心，努力实现‘让学
生尊严而幸福的生活’。”谈到对新时代
职业教育的理解，巴南职教中心校长黄
轶说道。

如何真正让学生走上幸福成长的人
生航道？巴南职教中心深知，要找到适
合职教学子成人成才的最佳路径，离不
开一支师德高尚、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的引领与培养。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一直以来，巴
南职教中心不仅着眼于学生的学习和未
来成长，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
始终以高标准推动教师修身立德、传道
育人。

学校十分重视教师的师德师风建
设，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中职学校教师
专业标准的相关文件精神，把师资队伍
的师德师风建设规划纳入学校的总体规
划中。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方面，学校
狠抓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全体
教师的思想道德素养和业务水平打下坚
实根基。

多年来，学校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
学习相结合，学政治与学业务相结合，通
过采取学资料、听报告、看视频、上党课、
讨论交流等多种方式，组织教师深入学
习党的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教育
教学理论等专业知识，做到了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提高思想觉悟，提升师德
水平，推动工作发展。

另一方面，学校也定期对教师开展
德育能力提升培训，全方面贯通师德修
养渠道。

学校党支部利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
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德育工作的讲话和论
述，校长主讲“三全”育人的实施与践行，
德育处请专家进校园为教师进行德育工
作理论与实用讲座，德育教师和班主任
分批次参加有关德育能力提升的各种培
训，将教师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锤炼师德修养，坚守育人初心。通

过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巴南职教中
心教师真正做到以仁爱之心和高尚的道
德情操塑造人才，助力学子人生出彩。

铺好专业成长的进阶之路

巴南职教中心的石光成老师是重庆
市特级教师，并入选“重庆英才计划”。
由他主编的教材《汽车维修涂装技术》还
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获全
国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巴南教师编写
教材在全国领域获等级奖的一次重大突
破。

他在专业领域的优秀表现，是学校
教师素养能力的精彩缩影，也得益于学
校对教师队伍教学水平的专业培育。

据了解，为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巴
南职教中心每学年举办教学基本功竞
赛，以市级示范校建设为契机，校长黄轶
坚持以文化为引领，提出“五动”课堂革

新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教师参加“五动”
课堂模式教学技能比赛，加强教师间交
流学习，严格执行教学规范，深化教学改
革，不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业务能力。

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学校以
专业学科带头人、专业领军人物、教学名
师和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引领全校教师优
质发展，不断推动名师及团队建设且成
效显著。

近年来，一大批德技兼修的教学名
师在学校不断涌现：傅晗带领项目团队
引入企业管理理念，运行全面质量管理，
创新实训教学管理模式；刘毅40年潜心
育人，临近退休依然坚持当班主任，给年
轻教师带好头；邵正勇坚持推行养成教
育，践行“三全”育人，育人成果在全区予
以推广；曾德华专业能力强，2次获市级
专业竞赛二等奖，连续10届指导学生参
与技能竞赛，多次获一等奖……

数据显示，学校现有市级名师4人，

有区级名师工作室1个、校级名师工作室
2个，新增陈建军汽车维修工市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每年确定市级骨干教师、学
科名师、区骨干教师、校学科带头人、校
骨干教师培养对象5-10名，新增市级骨
干教师1名，现有市级骨干教师19名。

以名师、骨干为引领，青年教师成长
迅速。近年来，通过实施名师与年轻教
师、新教师结对帮扶，培养年轻教师近80
名。并建立3个创新型教学团队，参加
2020年重庆市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重
庆市二等奖2项。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进教科研成果
转化，巴南职教中心成立教育科研领导
小组，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充分激发和调
动教师学科研、用科研的热情，现有80%
以上的专任教师有从事区、市、国家级科
研课题研究的能力。学校先后承担各级
各类科研课题59项，目前在研的课题有
8项，教师获得各项荣誉共计140项。

创新“双师”队伍的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之所以不同于普通教育，
在于其对技术技能的实践与探索，要求
职教老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也
要掌握熟练的技术技能应用水准。

立足新时代，建设“双师型”教师队
伍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
而，落到具体办学实际中，如何成功培养
一支适应时代发展的“双师型”教师队
伍？

加强校企合作，创新培养模式，是巴
南职教中心用行动作出的回答。

“以学校为主体，引领行业企业‘双
结合’，学校教师、行（企）业技术骨干紧
密配合，我校通过分段递进实施‘三段三
岗’‘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让教师队伍
逐步向‘双师型’过渡。”学校相关负责人
介绍。

队伍培养模式的创新，保证了不同
年龄段“双师型”教师团队构成，引导教
师设计个人职业规划，保证了学校“双师
型”教师团队的活力，实现了教师在企
业、行业掌握岗位规范、技术要求、设备
性能，能指导学生实习，能够解决现场专
业技术问题，能顶岗工作、参与技术开发
和技术服务、掌握最新的行业标准等，培
养适合市场需要的学生。

多措并举下，一支理念先进、素质优
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有创新活力，有
社会服务能力，能对接新产业，有科研能
力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在巴南职教中心
日益壮大。

截至目前，学校市区级骨干教师和
学科带头人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了
98%。近5年，“双师型”教师在各级各类
教学比赛中获各类奖项500人次，指导
学生获各级各类奖项400人次；3位高级

“双师型”教师到区内外5所学校进行指
导和推广，20位“双师型”教师到行业企
业开展培训上千人次，获得行业企业一
致好评。

姚兰 何霜 刘洋
图片由巴南职教中心提供

德技兼备的教师队伍

作为首批国家级
重点中职学校、首批
重庆市示范学校，重
庆市巴南职业教育中
心一直坚持践行“敬
业乐群，致知力行”办
学理念，实施“乐善教
育”，开展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
践，以优质的办学水
平获得了市内外良好
的育人口碑。

教 育 的 本 质 是
“人点亮人”，职教蓬
勃发展的背后，同样
离不开高水平的“工
匠之师”。

近年来，巴南职
教中心以专业学科带
头人、专业领军人物、
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
团队建设为核心，增
加高层次人才数量和
提高“双师型”教师素
质为主线，实施师资
队伍培养的国际化战
略、优秀人才本土培
养战略、人才资源共
享战略、人才激励与
保障四大战略，开辟
出一条新时代职业教
育高水平师资队伍培
养新路径。

淬炼“工匠之师”成就出彩人生
巴南职业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