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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位于深圳市东北部深莞惠城市
圈几何中心，依据《深圳市龙岗区关于促进
人才优先发展实施“深龙英才计划”的意
见》及其配套办法，现决定再次面向全国选
聘高端教育人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人数及职位

通过公开选聘方式，引进若干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对龙
岗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的教师。具体职位分
布为：

（一）高中段，科目：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
治、地理，计算机网络技术（职业高中）。

（二）义务教育段，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特殊教育。
备注：各学段及科目的职位在其他学段及科目未招满的情

况下可以调剂。

二、选聘条件

获得下列资格条件之一：
第1类：获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特级教师”

称号者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且在聘副高岗位满2年及以上。

第2类：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任、全
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工作者、获国
家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的教师；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评定的名校长、名教师；具有相关企业、行业5年以上工作
经验，目前仍在岗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只符合此条款的，仅
限报考职业高中岗位）：(1)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及技术指导专
家、教练、技术翻译；(2)近5年内辅导学生获得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一等奖的主教练员。

第 3 类：副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名校长、名教
师；具有相关企业、行业5年以上工作经验，目前仍在岗且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只符合此条款的，仅限报考职业高中岗位）：
(1)近5年内获得省级及以上技术能手称号;(2)近5年内获得省级
及以上人力资源、教育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前3名的技术
技能型、复合技能型高技能人才。

第4类：博士后出站或全日制毕业博士。
其他类：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现场课堂

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获得者。
以上人员，报考须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

称；仅符合职业高中岗位条款的，要求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副
高级及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以上技能类职业资格。第1类年龄
要求45周岁以下，属于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为50周
岁以下；第2类、第3类、其他类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第4类
年龄要求在40周岁以下。如引进人才符合资格条件中两项以上
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认定和补助。

年限计算截至2019年6月13日，年龄含本岁，如45周岁以
下，指1973年6月13日以后出生的人员。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理报名：
（一）受过党纪、政纪处分以及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尚未

作出结论的人员；
（二）失信惩戒对象；
（三）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四）近三年年度考核未达到称职以上（含称职）；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职位待遇及政策

原则按不低于 《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教育英才计划实施办
法》的对应层级标准执行，其中符合本公告选聘条件第1—4类
的引进人才一次性给予补助10万—80万元 （税后），其他类补
助标准待定。

四、工作年限要求

按照龙岗区人才有关政策，人才引进后与用人单位签订聘
用合同，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

五、选聘程序

选聘工作按照网络报名、资料评审、现场评审、体检、考
察、公示、聘用入职等程序进行。

报名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报名者将
报名材料的电子文档或PDF格式扫描文件发送到lgjyjrsk@163.

com邮箱：
1.《深圳市龙岗区选聘高端教育人才报名表》；
2.《深圳市龙岗区选聘高端教育人才报名信息表》；
3.身份证；
4.学历、学位证明；
5.专业技术资格证明；
6.符合本公告资格条件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7.其他业绩证明材料。
报名材料数据不宜过大，原则不超50MB，邮件名为“报

名职位（如：高中数学）+本人姓名”，报名人员应对提交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六、有关说明

本公告由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负责解释，并以深圳市及龙
岗区最新的人事、人才政策为准。

电话：0755-89552488余老师

附件：
1.深圳市龙岗区选聘高端教育人才报名表
2.深圳市龙岗区选聘高端教育人才报名信息表
3.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教育英才计划实施办法
查询：“龙岗政府在线”网站和“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微

信公众号。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2019年6月18日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一个普通的周五上午，在
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新教学楼
的一间大教室内，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刘勇走下讲台，信
手打开学生课桌上的课外读
物，进行援引和讲述。当天，
该校哲学 2017 级和社会学
2017级两个班的学生一起学
习课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刘勇洪亮而充满激情的
声音，盈满了整个教室。敏捷
的思维、精准的阐述和丰富的
信息，让他如同一块强大的磁
石，牢牢吸引着所有学生的目
光。

从教22年，刘勇一直坚

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
堂。作为一名党员教师，他把
理想信念教育贯穿课堂内外，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实践
教学上，勇于创新、敢于变
革，使自己的教学有魂有魄、
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
意，让思政课堂真正“红”起
来。近日，他又入选教育部

“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
课示范课百人巡讲团”，即将
奔赴国内各高校开展思想政治
理论课示范课巡讲。

嵌入时代内容，
坚定学生信仰

“完整的五四精神究竟是
什么？不仅是我们熟知的民主
和科学，而且还包括爱国、进
步。从一定意义上说，爱国是
核心，追求民主、进步和科
学，其本质都是为了爱国
……”阳春三月，扬州大学瘦
西湖校区，一间可容纳100多
人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
鸦雀无声，只有刘勇铿锵有力

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
这是刘勇在上一门全校思政

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自1997年
留校任教以来，刘勇一直在教学
第一线，先后承担过“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形势与政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几乎所有
本科生和研究生思政课的教学工
作。

多年的教学实践，让他不仅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也
形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在教学
内容上，突破教材框限，与时俱进
地嵌入时代内容，是刘勇教学上
的一大特色。3月1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江苏共
有5位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刘
勇是其中之一，这让他更真切地
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刘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和我
们一起重温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
史，重点讲述了五四精神的内

核。”社会发展学院2017级学生
邵亚伟说，这不仅让他们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
了更深切的认识，同时也激发了
勇做时代新人的青春壮志。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
会举行后，刘勇又第一时间将会
议精神传达给学生。“青少年阶
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
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刘勇认为，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阵地，思政课必须因时制宜，不
断延展教学内容，适时引入学生
感兴趣的“红色”教学内容，从而
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进一步坚定
信仰。

“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五四精神、中美贸易
争端、孟晚舟事件、“网红”现
象……在刘勇的课堂上，一个个
最新理论专题和社会热点话题被

巧妙地融入课堂教学中。
刘勇的思政课基本都是100

人以上的大课，上课学生来自多
个学院和专业。为了吸引学生，
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刘勇别出
心裁，从学生的专业出发，精心
准备讲课内容。

学生们都说，刘勇老师的课
每年都不一样，有的学生一听就
是很多年，怎么也听不厌。“课
堂信息量非常大！刘老师的课，
最大的特点是广征博引、趣味盎
然、知识面宽广，让我们既觉得
过瘾，又不敢走神，生怕自己错
过了精彩内容。”现在江南大学
从事思政工作的桑鸿波表示，从
本科到研究生，刘勇老师的课，
他追了7年，并由此对思政教育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毕业后选择
了现在的工作。

（下转第三版）

把思政课讲台分一半给学生
——记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勇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张继华

▼6月17日，城关幼儿园的
孩子们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哥哥
姐姐。当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
县两所幼儿园的240余名师生来
到镇巴县城关小学参观，了解小
学生活。

周维波 摄（新华社发）

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人物篇

“同学们看仔细，洋葱旁
边的杂草都要拔了，不然会影
响洋葱的生长。”

“谁拔的草多，就奖励谁
3个西红柿。”

……
进入甘肃省金塔县古城小

学校园，记者被眼前的景象吸
引了，在校门两边的落叶松下
套种的洋葱区里，五年级
（1） 班班主任牛会娟正带着
全班学生“例行劳动”，学生
们你追我赶地比赛拔草，其乐
融融。十几分钟，这片洋葱区
的杂草就被学生一扫而光。

古城小学位于金塔县城西
北20公里处，是由原古城中

学改建而成的一所农村寄宿制
完全小学，占地面积约 53
亩，目前寄宿学生349人，其
中留守儿童占80%以上。

在农村从教30多年的校
长高占生说，近年来，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先辈们传
下来的家具、农具逐渐流失，农
村学生对这些物件逐渐陌生。
同时，学校劳动教育也被弱化、
淡化，学生们劳动机会减少、劳
动意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差。

农耕文化必须要更好地传
承下去。为此，古城小学专门
腾出两间教室和校园一角作为

“博物馆”，发动师生和家长搜
集各种农具和农村物件，并配

上使用方法、古诗楹联和农耕
图画。有这些还不够，学校索
性盖了3座温室大棚，建了3个
养殖场，规划了4块果园……

围绕农耕文化，学校开发
了校本教材，将农耕文化和实
践体验融入教育教学，并依托
基地资源，合理安排实践活
动，采取班级轮流、地块到组
等形式，学生参与管理，种养
殖成果直接送到学校食堂。

“通过经常性农耕文化体
验和实践锻炼，学生们拓展了
知识，培养了兴趣，也保留了

‘泥土’气息，爱上了家乡和劳
动。”高占生说，目前，一座温室
大棚每年出产蔬菜5000余斤，
养猪存栏数保持在20头以上、
鸡和鸽子保持在100只以上。
师生们每天吃的都是纯天然、
无公害的蔬菜，顿顿都有肉。

记者在金塔县蹲点走访发

现，受古城小学启发，该县各
学校纷纷依托实际条件开展劳
动教育课程，如鼎新小学围绕
枸杞基地，开设乡土课程和社
团课程，让学生了解、感受植
物的生长；开设“职业体验”
课，开展进食堂做花卷、进敬
老院学护理、进菜市场采购等
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县城中
小学则加强了研学旅行和社会
实践的频次，让学生在系统的
综合性学习实践中感知“农耕
文化”。

金塔县教育局局长刘中英
表示，自全县推进劳动教育以
来，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学习动力十足，更加活泼了。
更可喜的是，劳动教育对学校
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的优化
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不断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奠
定了基础。

甘肃金塔深入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在劳动中感知“农耕文化”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本报北京6月17日讯（记者 柴
葳） 为切实增强“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的针对
性、实效性和感染力，教育部直属机
关主题教育首场报告会今天在京举
行。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
晓峰教授应邀作首场辅导报告。教育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部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翁铁慧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颜晓峰以“学深悟透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为题，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贯通主题
和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根本原则以
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
局和基本特征几个方面，为教育部直
属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
界意义，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作了全面系统的解读。

翁铁慧在主持讲话中指出，开展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是当前教育部直属机关重大而紧
迫的政治任务。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
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调动好党员干
部的积极性主动性，着力抓好学习研
讨、查摆问题、调查研究，确保主题
教育质量。第一，着力强化学习研
讨。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
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主
题，在读原著上下功夫，深入学习党
章，认真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等规定书目，在此基础上，深
入开展研讨交流。第二，着力查找问
题差距。（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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