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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集体就是一所好的学
校 ”。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人民满意的学
校？ 四川省乐山艺术实验学校通过强化
师资队伍建设， 打造一流的特色教育品
牌， 很好地践行了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强调的 “努力在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解
决好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的问
题，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为政不移公仆
之心， 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该校在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道路中， 谱写了一曲
教育发展的佳话。

时间回到2008年7月， 一份 《办学情
况报告》 放在了乐山艺术实验学校理事
长办公室的案头： 一行行数据让人们触
目惊心， 一所学校发展了三年， 学生数
量达到了预期规模， 但办学质量和办学
特色离既定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 “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这一庄严的承诺 ，
向乐山艺术实验学校的党政领导和全体
师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是乐山市教育部
门直管的一所集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为
一体的现代化、 小班化、 全日制、 寄宿
制民办学校， 是2005年由宋晓维先生前
期投资8000万元兴办的一所精品化学校。
面对窘境， 学校一时成了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 。 然而仅隔几年 ， 这所学校以

“追求卓越、 强化队伍、 凝聚人心、 力创
一流 ” 的办学实力 ， 从建校初的4个班
121人 ， 发展到25个教学班 、 学生1052
人、 教职员工160余人的办学规模， 向人
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办人民满意教育就要 “志存高
远、 争创一流”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作为一所新建的
民办学校， 要实现跨越发展， 就要用先
进的教育和管理思想武装管理队伍。 学
校领导班子认为， “孩子的成功才是父
母一生的成功， 学生的成功才是学校最
终的成功。” 要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是要
让全体教职员工将教育思想凝聚在学校
的办学目标和育人功能上来， 只有这样
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早在办学之初， 学校就明确了总体
发展目标： 创建 “乐山拔尖、 四川一流、
全国知名” 的现代化学校。 提出了 “远、
精 、 适 ” 的发展战略 ， 即 ： 远———志存
高远 ， 立足长远 ； 精———精细化管理 ，
培育精英； 适———适应社会， 适应时代。
在此基础上， 学校还以优秀团队建设为
保障， 坚持德育为首、 教学为中心、 质
量为根本、 教育特色和艺术特色为途径、
办学条件上档次、 育人环境有品位等为
学校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举扭转了

被动的局面， 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发展。
据学校领导讲， 当年， 由于管理团队执

行力不强， 影响了学校的快速发展， 也导致
了师生资源的严重流失。 建校之初， 学校行
政管理团队充当了 “消防队”， 教育教学质量
受到冲击，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了一句空话。
如今，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校兴我荣，
校衰我耻” 的核心价值观， 在乐山艺术实验
学校已经深入人心。 全体教职工 “深爱教育、
深爱学校、 深爱教学、 深爱学生” 的育人之
风， 不仅使全体学生充满了阳光与幸福， 也
使广大教师群体充满了幸福与喜悦， 形成了
“创享荣耀、 兴校兴学” 的可喜局面。

办人民满意教育就要 “凝聚人
心、 革故鼎新”

“打造扎实的教育特色和鲜明的艺术特
色， 确保一流的教学质量和一流的服务质
量” 的特色发展目标， “为重点普高培养优
秀学生， 为艺术附中培育德艺俱佳的新苗”
的育人目标， 是乐山艺术实验学校始终不渝
的育人宗旨。

原来学校由于缺乏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
机制， 为招聘师资， 常常采用单个谈判的方
式招揽人才。 这种方法， 导致了 “嘴才” 和
“干才” 的矛盾日渐突出。 经过检验， 拿高
薪的 “嘴才” 不适应学校的发展需求， 而为
学校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的 “干才” 却拿不

到高薪， 不合理的工资体制成了影响教师队
伍稳定的心结。

为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 学校明确提出
了 “要让老师们在乐山艺术实验学校有尊严
地工作” 的口号， 将工资待遇在同城区提到
最高， 让广大的教师成为乐山艺术实验学校
最幸福的人。 首先， 学校按工作岗位的不
同， 设计了行政干部、 一线教师、 生活教师
和后勤员工四套工资方案， 集中体现 “多劳
多得、 优劳优酬” 的原则， 经过教职工代表
大会的酝酿讨论， 让广大教师有为更有位。
学校根据教代会的意见， 锐意改革、 大胆创
新， 确立什么岗位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 什
么业绩拿什么样的工资报酬。 这项改革， 让
大家一目了然， 倍感温暖， 既稳定了队伍又
充分调动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其次， 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 为提升全
校教职员工的执行力， 学校制定了 《乐山艺
术实验学校铁律十八条》， 内容涵盖了学校
定位、 师德师风、 工作规范、 生活准则等领
域。 对师生员工的工作、 学习、 生活、 人际
交往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上至学校理事
长、 校长， 下至所有教职员工都必须按照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的原则， 进行严格
的约束， 做到 “行有准则、 做有目标、 违有
惩戒”。 同时， 学校还建立健全了各类人员
岗位责任制和目标考核制度， 做到 “奖勤罚
懒、 奖优罚劣”， 从而打造出了一支 “作风

过硬、 争创一流” 的优秀团队。

办人民满意教育就要 “学生幸
福、 家长满意”

“让学生成功、 让家长满意、 让学校发
展” 是乐山艺术实验学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根本。 为办出特色， 该校精心营造 “艺校
之家”， 提升全校师生员工的幸福感， 尤其
是面对师生的苦与乐， 学校领导更是率先垂
范、 体贴入微， 为师生排忧解难。 每年教师
节， 学校不仅为教师送上祝福， 还隆重表彰
为学校做出贡献的教育功臣， 从而为学校的
创新发展夯实了基础。

走进该校， 这里环境幽雅、 学风浓郁，
每一幢楼、 每一间室、 每一面墙、 每一级台
阶， 就连文化广场、 艺术长廊、 艺术楼、 运
动场都散发着育人的气息。 这里不仅是孩子
们的理想学园、 温馨家园和成长乐园， 也是
备受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赞誉的品牌学校。
据统计， 近几年来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各类大
赛， 获国际金奖2人次、 银奖2人次， 国家奖
项12人次， 省级、 市级获奖1600余人次。 在

四川省第五届至第九届艺术人才大赛中， 学
校每年都有超过200名的学生获得奖励； 在
第六届乐山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中， 《花木
兰》、 《幸福在哪里》 等节目获得二等奖； 在
市里举办的 “阳光·智慧·魅力” 教师风采大
赛中， 《艺校空间》 获得特别奖； 在第七届
四川省中小学生艺术节中， 《跳跃的音符》
获得省一等奖， 并参加全省优秀节目展演。

学校连续三年获得乐山市教学质量一等
奖， 中考综合成绩连续名列乐山市前茅， 实
现了 “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 的目标。 连续
七年荣获乐山市教育部门年度目标考核一等
奖， 先后被授予 “中国民办教育特色学校、
四川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四川省校园文化
建设特色学校、 乐山市最佳文明单位、 市校
风示范校、 市教育管理特色学校” 等多项荣
誉称号， 走出了一条 “打造优秀团队、 铸就
一流学校” 的崭新发展道路。

目前，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的全体教职员
工满怀信心地向着 “乐山拔尖、 四川一流、
全国知名” 的办学目标迈进……

（紫 石 又 萌）

打造优秀团队 铸就一流学校
———四川省乐山艺术实验学校强化队伍建设纪实

学校开展的手语操“感恩的心”活动场面

部 门 岗位名称 所需人数 薪酬 任职条件 福利

中学部

初中语文教师 2

年薪6万-10万元 1.身体健康； 2.熟知所教学科特点， 善于指导学生学习。 教学业绩突出； 有
班主任工作经验或赛课获奖者优先； 3.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年龄45周岁
以下 （市级以上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可适当放宽）； 4.选聘部分优秀应届
大学毕业生。

1．办理机关事业保险； 2.办理住房公积金； 3．子
女就读本校学费全免。

初中数学教师 2
初中物理教师 2
初中化学教师 2
初中生物教师 2

小学部
小学语文教师 2

年薪6万-9万元
小学数学教师 2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1 年薪6万-10万元 1.身体健康； 2.有人力资源工作经验3年以上； 3.有教育教学经验者优先。
生活部 中、 小学生活教师 2 年薪2万-4万元 1.身体健康； 2.有充沛的精力和管理学生的能力。 1.办理社会保险； 2.子女就读本校学费减半。

四川省乐山艺术实验学校诚聘教坛精英
乐山艺术实验学校是乐山市教育部门直管的

集小学 、 初中为一体的全日制 、 寄宿制 、 小班
化、 现代化的九年制民办精品学校， 坐落在世界
自然文化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之间。 办学九年
来， 学校荣获 “中国民办教育特色学校、 四川省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四川省优质教学示范单位”
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校因发展需要， 面向全国诚
聘教坛精英。 招聘流程： 投递简历 （详情请登录
学校网站了解； 填写应聘教师登记表并提交） →
筛选简历→笔试→试讲→面试→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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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
“高考必读”再出发

2014年
是 《中国教育报》 开设“高考必读” 项目的第十个年头
十年砥砺行
十年磨一剑
怀揣着服务广大高等院校和百万考生的初心
如今的“高考必读”
已然成为各大院校发布招考信息的首选平台

2014年
也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的一年
招考相对分离
考试多次选择
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有望打破
高考最强改革开始布局
今年的“高考必读”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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