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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聘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认同我校办学理念，有爱心、责任感强、大局意识、合作意
识强、身体健康；2.师范类全日制应届毕业生：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
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书及普通话等级证书；3.在职初中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
有三年以上教学经历，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
和教学研究能力。 省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多年毕业班教学经历者优先；4.
在职高中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教学经历，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
力强，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和教学研究能力。 省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多年毕业班教学经历者优先；5.外籍教师需母语国家、持有中学教师资格
证；中方外教助理需专业8级，有中学教师资格证；6.在职教师年龄:原则上,男45

周岁以下，女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三、教师待遇

〈一〉工资待遇
1.全国师范类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月基本工资为5000元，年薪不低于8万元。 2.

全国师范类全日制硕士毕业生，月基本工资为6000元，年薪不低于9万元。 3.被聘为
骨干教师的中、高级教师月基本工资分别为8500元、10000元，年薪分别不低于13万
元、15万元。 4.被聘为学科带头人的教师年薪不低于20万元。 5.学校绩效工资实行依
个人工作能力和实际效果评定，多劳多得，优劳多得。

〈二〉福利待遇
1.凡招入我校的教师均享有国家公办教师编制。
2.凡被聘用的教师免费享受学校提供的周转房。
3.学校为所有教师按六盘水市公办事业编制的标准缴纳“五险一金”。
4.学校协助解决家属的就业。
5.教职员工子女优惠入读我校。
〈三〉其他待遇
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晋级晋升等方面的政策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同等对待。
四、应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应聘者将《教师应聘登记表》(www.lpsfles.com下载)发送至 lps鄄

fles@163.com
〈二〉笔试和面试：应聘者参加笔试和面试的具体时间、地点我校将另行通知。
〈三〉体检：体检参照《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体检项目和标准》执行。
〈四〉聘用：体检合格者当既签订用工合同，报到之日起合同生效。

贵州省六盘水外国语实验学校高薪诚聘管理干部和初、 高中教师
六盘水外国语实验学校是六盘水市

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一所高起点、 高标
准、 高品位全日制寄宿制民办公助特色
外国语学校。 学校以树“红蓝精神”，施博
雅和教育，育精英人才为己任，以中西兼
容、德才兼备、文理兼优、外语特长、国际
教育为办学理念，实行初、高中六年一贯
制，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
二外语种小班教学，“多元化、立交化”毕
业出口等极富特色的办学模式， 学校办
学走精品化、数字化、特色化、国际化、集
团化发展之路。 学校将建设成为贵州一
流、西南地区领先、国内知名、国际先进
的高品位外国语学校。

学校位于六盘水水城县， 占地近300
亩，学校总投资3.5亿元人民帀，校舍建筑面
积10万平方米， 是西南地区仅有的一所冬
季供暖的学校。 学校设有小学部、初中部、
高中部、国际部，面向全省招生，办学规模
为6000人。 定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开学。

因发展需要诚邀学校中层及以上管
理干部和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优秀教
师加盟，共创学校美好未来。

ー、招聘岗位
〈一〉中层及以上管理干部
1.德育副校长1人
条件：人品好、有爱心、大局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感强，中

学三年及以上中层管理岗位经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45周
岁以下，身体健康。

待遇：年薪20万-25万元
2.中层管理干部4人
a)人力资源部：总监1人，人事经理1人
条件：为人正直、大局意识、合作意识强，人力资源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三年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
作经历，年龄45岁以下身体健康。

总监待遇：年薪15万-20万元
人事经理待遇：8万-10万元
b)国际部主任：1人
条件：为人正直，大局意识、合作意识强，外语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三年及以上国际教育工作经历，年龄45岁以下，身体
健康。

待遇：年薪15万-20万元
c)安全保卫部主任：1人
条件：为人正直、大局意识、合作意识强，本科及以上学历，

有五年及以上正规部队工作经历，年龄35岁以下，身体健康。
待遇年薪：15万-20万元

〈二〉学科教师及教务管理人员
学科教师及教务管理人员招聘计划

创设本土文化环境
旬阳是千年古城，历史悠久，独特

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太极城文

化。民俗、民间艺术等乡土文化资源非

常丰富，是极为重要而难得的教育资

源。幼儿园为了让幼儿充分地感受家乡

文化的博大精深，将旬阳本土文化融入

校园环境布设，创设浓郁的本土文化氛

围，让幼儿在园内日常生活中接受本土

文化的熏陶。

园内环境突出太极文化元素，彰显

“旬阳太极城文化”特色，门厅有教师

和幼儿共同完成的巨幅太极城绘画和家

乡故事的展示；教学楼内分别还有浓缩

旬阳历史发展的“农艺坊”，古老的生

活用品煤油灯、蒲扇、茶壶、烟袋、农

耕用品、纺车、打草鞋、石磨都成了幼

儿学习历史、了解过去的真实体验；旬

阳特产区内，将旬阳特产（农须草、狮

头柑、樱桃、拐枣、荷包杏、小吃、蜀

河八大件、旬阳矿产） 以不同的形式

（走廊吊饰、特色橱窗） 展示给幼儿；

旬阳民俗文化区，以文化墙的形式展示

旬阳方言、旬阳民歌民舞、旬阳建筑、

社火表演等。

班级环境根据本土文化主题探究内

容进行布置，有旬阳小吃、家乡真美、

家乡特产、农家乐、家乡的河、有趣的

草编、刺绣、泥塑等十多个主题内容，

一班一品，为幼儿提供主动学习的动态

环境，使幼儿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区

域活动环境创设更以热爱家乡为主题探

究，让幼儿在各种区域游戏中感受旬阳本

土文化的特色和博大精深，了解旬阳的风

土人情，激发出热爱家乡的情感，在与环

境互动中获得学习与发展。

开展本土文化活动
为能贴近幼儿生活，又能立足本土文

化，旬阳县第一幼儿园开发了50多个具有
地方特色的主题活动课程，如：亲子沙

雕、参观奇石馆、石头画、观太极、走进

农场、摘果子、社火表演、参观博物馆、

图书馆、体验农耕、秋收活动等；同时，

为让幼儿在实践中感知与体验旬阳民间艺

术的魅力，幼儿园创设泥塑吧、剪纸吧、

农家乐、旬阳风味小吃店、编织吧、石磨

房、“民间游戏”、“旬阳民歌”、“水果

香”等特色区域活动，既体现了地方特

色，又增强了活动的实效性。

构建本土文化课程
旬阳县第一幼儿园始终相信本土的，

就是民族的，就是自己特色的理念，立足本

土文化，构建本土文化课程。幼儿园在开展

好日常教学的基础上，把本土文化纳入课

程，开展了汉剧、国画、书法、民歌、民舞、剪

纸、泥塑、皮影表演、刺绣、草编、绳编、等民

间艺术课程，民间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发

扬。为了给孩子生动展示本土文化，幼儿园

请来多才多艺的爷爷演唱汉调二黄；请民

间老艺人展示社火表演；请老革命家介绍

旬阳的红军故事和旬阳的今昔变化；请民

间能工巧匠为大家传授打草鞋、编草帽等

技艺；请旬阳民歌手为幼儿教唱旬阳民歌

《兰草花》，丰富了幼儿的精神生活，也在

孩子心中种下了本土文化的种子。

为推进本土文化进校园，旬阳县第一

幼儿园积极开展课题研究，提高文化建设

的品位。幼儿园立足本土文化编著的《可

爱的旬阳》园本教材也已投入使用，教师

自己制作的玩教具《好玩的面筛》 《乡土

乐》分获2013年陕西教育部门玩教具制作
二等奖、三等奖，《乡土乐》还被推荐参

加全国的玩教具比赛。

立足本土文化，薪火相传。旬阳县第

一幼儿园正扎根脚下的沃土，从民间文化

中开出花来，走向未来。

(贾艳霞 谢 伟)

本土文化 薪火相传
———记陕西省旬阳县第一幼儿园

陕西省旬阳县第一幼儿园创
建于1956年， 是一所县直属公办
幼儿园。 幼儿园地处汉江、 旬河
交汇处的太极岛老城社区， 设南
园和北园两个园区， 占地面积
2231平方米， 全园共有大、 中、
小16个教学班， 在园幼儿600余
名， 是“陕西省示范幼儿园”。

旬阳县第一幼儿园在不断传
承与创新中，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
底蕴， 逐步形成了“用爱启迪智
慧、 用心润泽心灵” 的办园理
念， 并以本土文化为核心， 创设
环境， 开展活动， 构建课程， 凸
显本园特色。

回望
艰辛与挑战并存

为实现“中国造大飞机”的梦想，

西工大人和中国航空人一起坚守和努力

了近半个世纪。他们，背负着几代人的

遗憾与希冀，凝结成了勇气和力量的源

泉；今天，承载几代航空人梦想和全球

华人期待的“大飞机”，终于在黄浦江

畔“呱呱坠地”，未来将载着中国的荣

光，飞上蓝天。这一切，都让为中国

“大飞机”事业做出贡献的西工大人，

感慨激动，欣喜若狂……

这一天，属于中国的“大飞机”；

这一天，属于为中国大飞机做出贡

献付出辛劳的航空人；

这一天，同样也属于全力参与大飞

机项目“大有作为、志在超越”的西工

大师生们。

“心情非常激动。7年多前，我们
西工大作为参加研制单位，在中国商飞

公司报告项目进展的场景，在很多老师

心中，现在依然历历在目。”西工大航

空学院院长杨智春介绍说，“西工大航

空学院在大飞机项目中，在机翼及翼型

设计、民用飞机抗鸟撞设计、先进布局

设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工大在“大飞机”这一振兴民族

的伟大工程中，承担了几十项重大研制

任务，为大飞机提供了关键技术的支

撑，为C919研制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70多年的办学历程，西北工业大学
形成了鲜明的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特

色，铸就了突出的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

能力，构建了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并重

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成功

的国家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的实践经验和

重要成果。

2007年2月，国家批准“大型飞机”
研制正式立项———中国自主研制大型飞

机。2008年5月11日，被称为“大飞机
公司”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在上海

隆重揭牌。西工大校友张庆伟出任中国

商飞董事长，一大批校友在中国“大飞

机”这一伟大战略工程中挑起了大梁；

他们也不断从蓝天，向母校传回让人振

奋的消息。

对于很多西工大的青年学子而言，

除了每年一度的“大飞机奖学金”之

外，同学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长安校区南

侧的ARJ21飞机的零号试验机，由中国
商飞捐赠，用于教学使用。几乎每个西

工大学子的相册里，都有一张与校园大

飞机的合影。

这款飞机与C919“师出同门”，是
中国商飞研制的双发动机新支线客机，

于2008年11月实现首飞，为C919的研
制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先期经验。校园里

这架虽未上过天的飞机，红白相间涂

装，在美丽的西工大长安校区内，静静

矗立，见证了学校和中国大飞机事业的

涅槃重生，荣耀起航。

国家“大飞机”专项启动后，为抢

抓机遇，西工大迅速行动，特别成立了

“大飞机领导小组”，举全校之力，组建

近百人的大型联合攻关团队，积极承担

项目研究。学校特别设立了大飞机项目

科研专职管理岗以便统筹协调。学校特

批100万元科研经费用于大型客机研究
启动经费，学校与中国商飞公司合作成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高级人才培训中

心，为大飞机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保障。西工大精英团队、骨干教师和优

秀博士生、硕士生一心投入“大飞机”

重要项目关键技术的攻坚。

近几年国家明确发出中国制造大飞

机最坚定的决策声音。这让中国商飞十

分振奋，又倍感责任重大。2014年6月3
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金壮龙就专程来到西工大

访问调研，共商校企合作交流。

“全体西工大人期待为中国的大飞

机事业做出更多贡献”———西工大党委

书记陈小筑表示。“感谢西工大对大飞

机事业长期的支持”———金壮龙代表中

国商飞对西工大致以敬意。

启航
助力大飞机志在超越

为国产大飞机C919制造中央翼缘

条，是3D打印技术在航空领域应用的
典型。据西工大材料学院教授黄卫东

介绍，中央翼缘条长达3米，是大型钛
合金结构件，作为机翼的关键部件，

以我国现有制造能力无法满足需求，

如果向国外采购，势必影响大飞机的

国产化率。西工大与中国商用飞机有

限公司合作，应用激光立体成形技术

解决了C919飞机钛合金结构件的制造
问题。

航空学院高正红教授团队承担的

大飞机C919超临界翼型和机翼设计，
气动效率优于空客320及波音737水平。
团队已签订的“翼型及机翼的气动设

计”项目，是国内三家主要承担团队

之一，也是大飞机联合工程队认可的

独立承担“翼型/机翼设计”的仅有的
高校团队。

谈起这次的C919总装下线，她轻
松地笑笑，“当然特别开心，也非常骄

傲；不过，这也告诉我们———中国航空

工业从跟随到超越再到引领，还需要很

长的过程。”

在空天微纳系统教育部门重点实验

室，机电学院马炳和教授介绍说，该实

验室已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机

电系统制造平台，成为我国重要的微纳

系统科研及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团队凝

炼了灵巧蒙皮、微机电系统设计方向等

研究方向，对飞机减阻、降噪的影响等

进行研究，获得重要数据。“我们也希

望发挥特长，为中国大飞机事业做出贡

献。”马炳和说。

航空学院李玉龙教授主持的民用

飞机抗鸟撞设计、分析与验证技术的

研究课题，自2006年开始迄今，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性成果。他对自己的团

队几年来服务大飞机项目的研究进展

甚感满意。“先前，国内民机的抗鸟

撞设计研究涉猎得非常少，我们得补

上这一课，因为它是大飞机适航取证

必须要通过的关键环节。”李玉龙平静

地说。

航空学院教授宋笔锋是参与大飞

机联合论证工作的航空专家之一。他

所带领的团队主要承担“大型客机总

体方案设计”项目中的诸多重要研究

课题。提起“大飞机”工程，宋笔锋

侃侃而谈：“让大飞机飞上蓝天，是

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梦想，同样是西

工大几代航空人的梦寐以求。今天，

千载难逢的机遇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

一代人身上，这可真是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但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险，

也无论有多么大的挑战，我们都必须

面对、勇于担当。”

“参与大型飞机项目研制，一方面

是为大飞机做贡献；另一方面就是想锻

炼队伍，提升技术，促进航空拔尖人才

的培养”。宋笔锋坦言，“我希望青年

教师和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大飞机

的项目中来，和大飞机一起成长，为未

来大飞机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

才和技术的支撑。”

而对于曾是西工大航空学院最年轻

的教授博导白俊强来说，参与大飞机项

目体会更为深刻的是，中国的民机设计

工程师正在从欧美巨头的“听众”到国

际合作的“伙伴”的转变。

“过去，我们只能做波音、空客的

听众，他们讲我们学；现在不同了，我

们在大飞机项目中逐步历练，已经渐渐

转变为可以与欧美同行握手平等交流。

这点非常重要。”

如今，我们和外方工程师的交流越

来越顺畅，越来越平等，技术语言越来

越相通。这些如白俊强一样三四十岁的

科研人员，眼角眉梢透出了自信和坚

定。这是一种给别人当“听众”时不会

出现的神采。“因为欧美强手清楚，我

们已经或者正在掌握大飞机研制的核心

技术。”

……

在西工大，像他们一样，积极服务

“大飞机”项目的团队和师生，还有很

多。同时，学校每年还有大批的优秀毕

业生进入到中国商飞、中航工业等企业，

和众多校友一起，直接参与大飞机的设

计研制生产等工作。

金壮龙表示，中国商飞公司成立

以来一直重视与西工大在关键技术攻

关和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感谢

西工大对大飞机事业的人才和技术支

持。”

近年来，学校充分发挥特色学科优

势和集成创新的科研优势，积极承担国

家重大专项“大飞机”的论证和科研攻

关任务，努力为国防科技和国民经济发

展作贡献，实现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上水平。

据悉，C919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机，也是中国继

运-10后自主设计并且研制的第二种国
产大型客机，属于单通道窄体客机，标

准航程型设计航程为4075公里，增大航
程型设计航程为5555公里，可满足航空
公司对不同航线的运营需求。其基本型

全经济级布局为168座，混合级布局为
158座。

中国商飞方面还透露，根据目前的

计划，C919或将于明年上半年在上海首
飞，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的日子并不遥

远。

未来应该还有更大的惊喜。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商飞

正在与俄罗斯合作研制宽体客机，这款

能与B787和A350媲美的飞机，有望在下
一个十年实现首飞。“而在这款飞机的

研制中，应该能肯定，西工大一定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白俊强说。

对于中国航空工业来说，这架飞机

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故事。

可以预期，西工大人在与国产大飞

机“齐飞共舞”的历史进程中，将大有

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王凡华）

西工大：为国产大飞机“铸梦起航”

2015年11月2日， 中国上海， 世界的目光聚焦这里。
在中国商飞浦东制造总装厂内， 紧张而忙碌， 一架代号101的国产大飞机

C919静谧而待， 技术人员正在为其进行最后的“梳妆打扮”。 中国大飞机首次
下线的盛大仪式， 在这里举行。 央视新闻频道“史无前例” 地全天直播国产大
飞机的总装下线“全球首秀”。

这一天， 中国的大飞机C919终于揭开面纱， 面向世人， 庄严宣告： 中国
已经可以自主生产大型客机。 这也标志着中国航空高端装备制造业提升到一个
全新的高度，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作为对国产大飞机研制生产做出贡献的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也应邀出席了
C919的总装下线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