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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基层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刘盾） 在广东
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十七期省级

“青马工程”学员培训班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
列微视频大受欢迎。广东开放大学
精心制作的系列微视频，以其权威
入心的内容、活泼生动的形式，牢
牢抓住了142所高校大学生骨干的
眼球。

为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企业、进农
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网络，广东开放大学积极发挥现代
远程开放教育优势，精心策划制作
了总共 50 集的系列微视频，全面
系统地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丰富内
涵、精神实质、科学体系、历史地
位和重大意义。该系列视频分总
论、主体内容、实践要求三大模
块，短小精趣、通俗易懂，每集时
长5至8分钟。

“在线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进’工作，
是我校助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
系，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
措。”据广东开放大学党委书记罗
海鸥介绍，该校通过微视频、广东
终身学习网等多类平台、媒质，向
全社会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旋律，
唱响时代最强音。该校希望以此带
动更多青年学生、普通群众，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为精心打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微视频，
广东开放大学邀请包括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在内的 20 多位知名专家，作为主
讲，严谨规范、全面系统地解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广东开放大学 25 万余名学生
也可通过“云端”，学习该系列微
视频。在广东开放大学学生黄裔华
看来，视频内容通俗易懂，解读新
颖权威，在线传播方便大家观看。

据了解，该系列微视频还将作
为一门完整课程，在中职、高职开
设选修课。据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
文清介绍，中职生研修这门课程，
其学习成果可存入广东终身教育学
分银行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其在报
读广东开放大学专科学历教育时，
可折算学分，申请相应课程免修免
考。

据统计，广东开放大学制作的
系列微视频，已累计播放 40 多万
次，覆盖 30 多万人次，有力推动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
果。

广东开放大学

微视频助燃
“思政星火”

“今年，学校有7名教师主动从教辅岗
位转到教学一线，其他教师也都摽着干工
作、争着当班主任，教师管理顺畅多了，学
校发展的动力也更足了。”近日，一谈起学
校教师队伍的变化，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晏婴小学校长孙镜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评上职称后，教师们不再抢着调到相
对轻松的教辅、后勤等岗位，而是争着上
一线、当班主任，这样的转变源于临淄区
自 2016 年起实施的教师分级聘任和教师
弹性岗位的新政策。3 年来，临淄每年增
加投入专项资金近 1200 万元，惠及教师
9600余人次。

实施新政 调动教师积极性

相对于当前的可喜局面，3 年前晏婴
小学教师队伍还是另外一番景象。“以往
教师职称评聘难，有些教师看不到希望，
工作积极性不高。而部分晋升了职称的
教师有一劳永逸的想法，有些已不再担任
所评学科的教学工作。”孙镜峰说。

此外，教师评上了职称，但是学校没
有设置相应的岗位，对已评上职称的教师
无法进行岗位聘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
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如果教师
队伍出现了问题，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

教育就无从谈起。”临淄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李玲深谙此理。牵牛要牵“牛鼻子”，
在广泛调研后，2016 年 8 月，临淄区下
发文件，决定对教师进行动态管理，分
级聘任，并探索设立教师弹性岗位，对
达到一定资质的教师，拿出专项资金直
接进行补助。

教师专业技术分级聘任，建立了十
三个等级，一至四级为正高级岗位，依
此类推，十一至十三级为初级岗位。十
三个等级的设立，改变了当地原来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统一聘在最低档的情
况。通过制定聘任条件和考核标准，实
现优秀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的逐级竞
聘，甚至越级竞聘。

2017 年，临淄区制定下发了 《关于
在全区教育系统实施专业技术弹性岗位
的意见》，实行教师专业技术弹性岗位新
政。专业技术弹性岗位分“高级教师弹
性岗位”和“一级教师弹性岗位”，分别
按学校专业技术岗位总数的 2%核算设
置，区教育局按照学校实际专业技术岗
位数量统筹分配。

分级聘任 激活每一位教师

在分级聘任中，临淄区教育局明确程
序，分级聘任首要的条件是教师必须在教
育教学一线，并且必须严格按照方案制
定、公布岗位、个人申请、竞争推荐、确定
人选、聘用公示、报批备案等 7 道程序进
行，各学校按照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

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方案。
“分级聘任后，全校从校长到中层、教

师、后勤，每个人都根据工作量定岗，倒逼
岗位。”金茵小学校长朱奉强介绍，考核方
案由学校领导班子、骨干和级部主任制定
意见草案，教师们民主商讨，最终分级聘
任的标准由考核、岗位系数共同组成，学
校有了教师自己约定俗成的公约，“填好
一张表”“投好一张票”等各项工作得以开
展，教师也有了自主选择竞聘岗位的权
利，教育教学的积极性更足了。

晏婴小学英语教师边春霞，2013 年
落实了中级岗位职称，但一直被聘任在中
级岗位十级上。根据个人年度综合考核
成绩，以及《临淄区教育系统专业技术岗
位分级聘任指导意见》有关规定，2017 年
她从专业技术十级岗位被聘任到九级岗
位。今年，她的考核成绩依然优秀，又从
九级岗位被聘任到八级岗位，每月增加工
资 356.4 元。同时，学校对部分未达标的
教师实行了降级。

“动态管理、分级聘任和弹性岗位，目
的是使‘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
教师职务聘任激励机制更加完善。”临淄
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学刘建伟说。

弹性岗位 精准补助优秀教师

孙海燕是临淄中学高一数学组备课
组组长，她在 2004 年被聘为中学一级教
师，2010 年达到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评审
资格，但由于高级职称名额少，一直没有

机会晋级。
“‘弹性岗位’就是要让达到晋升职称

条件、但暂时因岗位数量限制得不到晋升
机会的教师，提前享受到所晋升职称的待
遇。”刘建伟说。今年有高级、中级教师各
108人享受到弹性岗位带来的福利。孙海
燕在临淄中学竞聘中考核成绩、任职年
限、创新发展三项成绩突出，顺利享受到
了中学高级教师的待遇，每月工资增加千
余元。

类似的还有虎山小学的老师。实行
弹性岗位新政后，虎山小学去年的弹性岗
位评比综合排名第一的是教师谭立，今年
是教师丛红燕，两位教师从教近 20 年，但
仍拿着初级工资，有了新政策之后，她们
优先享受到了弹性岗位带来的补助。

给教师红利的同时，临淄区还加大岗
位动态管理考核奖惩力度。该区对分级
聘任和弹性岗位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考
核，一年一个聘期，聘任期满后重新竞
聘。其中，弹性岗位所需岗位数量循环使
用，聘期结束或聘期内转岗不从事一线教
学工作，以及聘期内完不成岗位职责的，
专业技术弹性岗位待遇自行终止。

临淄区教育局局长刘学军说，教师
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和弹性岗位，让
教师在岗位待遇和职称评聘上有了想头
和盼头，改变了工作热情不高、由教学
一线转到管理和工勤岗的情况，也提升
了学校民主管理、科学管理、规范管理
的水平，由表及里涵养了区域教育的绿
色发展生态。

山东淄博临淄区实施分级聘任改革——

激励用活 焕发教师更多激情
本报记者 郑亚博 魏海政 通讯员 宋以生 亓俊然

特别关注

1991 年，师范毕业登上讲
台的我尚不足 19 岁，虽热情满
满，却稚气未脱。当时，我被分
配到的那所乡村小学交通闭塞、
设施落后，同事也都是年龄较大
的民办教师。那时，我所掌握的
教育理论比较浅薄，教学实践更
是几乎为零，我甚至因方法不当
而伤害过学生稚嫩的心灵。现
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无助、迷
惘，就像一个误入丛林的蹩脚的
旅行者，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
不清前行的方向。

令我欣喜的是，一年后，学
校订了一份《中国教育报》。从
此，《中国教育报》像一个圣洁的
使者翩翩地飞入了我的视野，融
入了我的生活，融入了我的工
作，成了我教育教学生涯中一盏
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中国教育报》使我在教育
园地中很快地成熟了起来。无
数次，我认真研究教育政策，广
泛阅读教育新闻；无数次，我如
饥似渴地吸收着各地的教改信
息，探寻着适合自己的教学方
法；无数次，我被一些教育家的
真情故事所深深感动，为他们崇
高的教育境界所深深折服⋯⋯
可以说，邮递员每次送来报纸，
我都是第一个读者。通过读报，
我把握住了教育的脉搏，领悟到
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从而很快地
转变了教育观念，逐渐走入了教
学改革的天地。

在《中国教育报》的指引下，
我边从教边自学，很快取得了红
彤彤的中文专科和本科毕业证
书；在《中国教育报》的指引下，我
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成为县教坛新星，还多次在上级
举办的优质课评比中获奖，成为

全县的教学能手。抚今追昔，我
不得不感慨，《中国教育报》是我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她给了我
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教育报》还给我提供
了一片涉足写作的芳草地。长
期地与《中国教育报》朝夕相处，
我深深地喜爱上了她的很多版
面，于是便有了给《中国教育报》
投稿的冲动。记得是 1994 年，
我看到《中国教育报》上有一个

“作文题库”征文，于是便将自己
的做法及思考整理出来投寄了
过去，本没有抱多大希望，不承
想竟获得了三等奖，这让我激动
了好多天。1997 年 6 月 14 日的

《中国教育报》“教师生活”版发
表了我的散文处女作《再买几次
钓竿》，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创
作热情。之后的这些年，我在全
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
章。最令我激动的是，《关注学
生的“官”念》《给女儿鼓掌》《我
的“电脑情结”》《槐香》等二十余
篇稿件分别发表在《中国教育
报》的不同版面上。

从《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
起步，我加入了中国散文协会和
安徽省作家协会，成了一名校园
作家。可以说，从一名读者到一
名作者，是《中国教育报》给了我
前进的动力，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如今，《中国教育报》仍是我
朝夕相伴的良师益友，我每天都
能从读报中吸取营养，得到启
发。作为一名老读者和老作者，
我衷心地感谢《中国教育报》，感
谢这位在我成长道路上给予我
无私帮助的贵人。

助我成长的良师益友
刘家宝

■基层速递

■基层创新

■看基层

本报讯（记者 禹跃昆 特
约通讯员 徐靖）近日，安徽省
亳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各
县区各学校在全市中小学幼儿
园开展全面排查“校讯通”“翼校
通”“家校通”等“互联网＋教育”
通信服务产品在学校推广使用
情况，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
杜绝任何商业行为侵蚀校园。

按照通知要求，要坚决制止
强制学生消费的行为，严禁商家
在校园内推销或为学生直接办
理由商家推出的“校讯通”“家教
通”等手机业务；严禁以任何方
式向学生推销或办理增加学生

负担商品的服务；严禁学校和教
师以任何形式将学生和家长信
息透露给商家或为商家进校园
向学生推销产品提供便利条件；
严禁学校及教师参与针对学生
的各种商业促销行为和将正常
教学内容与商业收费行为捆绑。

据悉，市教育局要求各校
立即成立专项督查小组，立即
展开排查行动，及时上报排查
结果。对存在的问题逐条制定
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和时间
表，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对有
关责任人要予以严肃处理，并
举一反三。

安徽亳州

严查通信产品在校推广

深秋，美丽的银杏林里，金黄的树叶飘飘洒洒。山东省高密市崔家教学点抓住
时令资源，带领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树林，开展了“快乐拾秋”活动，孩子们采集标
本、吟诵古诗、追逐嬉戏，加深了秋的体验，带来了新的快乐。 孙世杰 摄

林里拾秋
本报讯（记者 潘玉娇）日

前，江苏省常州市出台《中小学
名班主任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探索推进名班主任培育工程。
计划至 2020 年，分别培育常州
市骨干班主任、高级班主任、特
级班主任300名、150名、60名，
引领全市班主任共同成长。

方案强调名班主任工作的
持续性，班主任工作经历累计达
5 年以上的，引导其成长为骨干
班主任；达10年以上的，引导其
成长为高级班主任；达 15 年以
上的，引导其成长为特级班主

任。建立名班主任考核奖励机
制，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实行年度
考核，对考核合格者按级别给
予相应的培育经费。各级各类
学校将为名班主任提供丰富的
培训、交流机会，同时推行名
班主任典型示范“五个一”工
作，鼓励名班主任每学年开设
一节德育公开课、举办一次班
级文化建设交流讲座、指导一
名青年班主任、参与一个德育
名师 （班主任） 工作室或一个
德育课题 （项目） 研究、撰写
一篇德育论文。

江苏常州

梯级推进名班主任培育

我与中国教育报我与中国教育报

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天地坝镇中心小学共有学生 1049 名，其
中住校生 630 名。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下，走读生的午
餐、住宿生的一日三餐，全部免费。但学校发展问题令校长头痛：
没有活动场地，学校仅一个不规则的所谓操场，大概也就 50 平方
米，一个篮球架孤零零地立在一侧。

金阳县城全部建筑均依山而建，学校也一样，客观地理条件影
响了学校的发展，师生希望有个能活动开的地方。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袖珍学校的企盼

第四届“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奉献
奖、首届“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
划”、2018年度“中国好教师”⋯⋯

这么多全国性的奖项，均授予了一个偏
远山村教学点的普通老师——河南省三门
峡市卢氏县朱阳关镇穆庄村小学教师李杰。

为什么？

慷慨

地处豫西深山区的卢氏县横跨黄河、
长江流域，是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
2014 年秋起，参照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营养餐政策，李杰自费为学前班
学生发放牛奶鸡蛋，并负担部分小学生午
饭。两年后，他干脆直接承担了学前班幼
儿饮食费用，同时坚持为所有在校生每天
发放一包牛奶。为让孩子吃得营养健康，
李杰今春又自费购置了高级破壁机——这
样，午餐前一杯豆浆，就又成了孩子学校生
活的“标配”。为节省费用，他身兼炊事员，
却从未考虑什么报酬。

近年来，为了办好教学点，李杰自费购
置的除了相机、笔记本电脑等大件外，还有
滑板车、安全秋千、蹦蹦床、被褥枕头等，平
时，铅笔、橡皮、作业本等则敞量供应，香皂、
牙膏、毛巾、手纸等随用随拿。对于困难的
孩子，他还额外再发放困难补助、代办意外
伤害保险、购置书包、添加羽绒服、配发校
服——可以说，不知李杰包揽了多少本应
是家长的支出。有的家长起初还以为是上
级“惠民政策”，天长日久，才渐明就里。

今春，学前班儿童孙玉杰周末在家不
慎烫伤右腿。眼看伤口化胀，孙家却仍忙

于充装香菇袋料。李杰看不过，就带孩子
去县城烧伤专科求治。岂料名医认真检查
后，直斥“家长”不负责任，差点错过最佳诊
疗时机。李杰憨憨地陪笑。朱阳关镇距县
城 60 多公里，孩子平时轻易不来，趁此机
会，李杰带孩子游园、划船、骑马、品特色小
吃⋯⋯结果，加上住宿、诊疗、医药等，此行
一共花了 700 余元。后来孙家几次三番把
钱送来，李杰都婉拒了。

把“薪”掏给孩子的李杰，近年来，用于
学生方面的费用已超过 3 万元。而他却谦
和地说：“只要学生能学好，鸡毛蒜皮的事，
搁不住说⋯⋯”

困窘

李杰第一学历大学专科，教龄 28 年，
做“全科教师”已 16 个年头。因工作突出，
他先后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市级师德标
兵、第四届“感动崤函·十佳人民满意教
师”、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并被三
门峡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
秋，李杰还光荣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在常人眼里，像李杰这样资历的乡村
教师，应该说为数不多。但每次职评，他都
不上心，至今仍是 19 年前初中工作时的英
语学科“中二”职称。镇上其他一些年轻人
都后来居上，但他对如何参评仍不甚明
了。到每年申报参评关键节点，他也是三
缄其口，甚至退避三舍了。

而当年，为给校门口的河修桥，李杰专
程跑到县城找到时任副县长的同学寻求帮
助；为争取资金改善办学条件，他几次三番
去镇中心学校申明情况；为邀请当地知名

画匠美化校园，他自备礼物来回辗转托人
说情；为争取家长支持，他不辞辛苦一次次
翻山越岭前去家访⋯⋯

李杰双亲年均古稀，疾病缠身仍蜗居
山村；胞弟在新疆大学读研，经济上还需家
里接济。他自己在镇区租房住了 12 年，一
年前才搬进教师公寓——房款除了俩胞妹
的全力相助，还有数万元债务。李杰坦承日
子的紧巴，一年四季，他个人老是上身呢卡
外套、下身咖啡色灯心绒裤的装束。“这月就
想花下月钱，有时恨不得一分当成一角使。”
家用不足，全靠爱人到附近村庄帮零工。

偏爱

今年五一假期，李杰专程到距离教学
点 25 公里的卢氏县西南中心乡镇五里川
镇区，精心选购了马蹄莲、茶花等花木。加
上原有的芭蕉、桂花、樱花等大大小小的盆
栽，一个普通的山村教学点宛如花园。“每
周一都想带些东西来，给孩子们惊喜。”不
管是被撤并的穆庄，还是新调任的莫家营，
教学点虽小，李杰都像家一样精心装扮，有
时甚至显出特别的“偏爱”。

李杰把每个孩子都看成独一无二的宝
贝。他记得所教过的每个学生的生日，为
过好这个特殊的日子，他每次都专门到镇
区购买糕点、蜡烛以及时令水果等，再配上
煮好分发的鸡蛋，和小伙伴们一起送上集
体的祝福⋯⋯

李杰还积极搭乘“互联网+教育”的快
车，利用外界优秀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打
开知识的窗户。小小的教学点上，时不时
响起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或歌声⋯⋯

痴迷教师李杰
杨仲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