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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实践

■重点关注

去年年底，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教
育局根据综合督导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等
结果，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下发奖励经费
1196 万元，极大激发了基层教育工作
者的热情。这只是颍东区重视督导工
作、创新“365 督导模式”的一个缩
影。

颍东区现有专、兼职督学 80 名，
实现了对全区 272 所学校挂牌督导全覆
盖，当地建成督学片区、督学责任区、
责任督学三级网络，形成了以重过程管
理、重数据跑路、重结果运用等 3 个抓
手，随机督导常态化、专项督导规范
化、综合督导科学化、自评自纠标准
化、信息交流制度化、平台建设信息化
等 6 项举措，督前有方案、督中有记
录、问题有提示、整改有回声、督后有
小结等 5 个规范为主要内容的颍东教育

“365督导模式”。

重过程管理 督出工作
“加速度”

“搭好擂台和注重过程管理是做好
督导工作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如今
督导考核细则成为颍东教育工作的评价
标尺和工具。”颍东区政府教育督导办
专职督学吴元度说，实践证明，凡是放
入督导评价体系内的工作起色都很快，
扎实有效的督导工作助推颍东教育实现
了洼地崛起和弯道超车。

袁寨镇督学责任区的变化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督学组长赵宗辉对记者

说：“袁寨镇督学责任区发生的变化和
取得的成绩都是在评比中被‘逼’出来
的。”历经 3 年多的督导实践，袁寨镇
已把挂牌督导视作规范学校发展的标准
和抓好学校工作的试金石。现在，6 位
责任督学真正做到了研究督导、实践督
导、反思督导，提出了‘选好督导视
角，发表督学观点’的督导方法，形成
了集体督导智慧和方案。“这里走向规
范，这里促进发展”就是督学们在督导
工作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响亮口号。

几年来，精准、有力的督导助推袁
寨教育各项工作不断领跑。以教师、校
长聘任制和集团化办学改革为主要内容
的人事改革已初具雏形，袁寨镇中考成
绩稳步上升，中心小学校园人文润泽心
灵、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中心幼儿园成
功创建为阜阳市一类幼儿园⋯⋯2015
年到 2018 年，袁寨镇中心学校总评排
名从全区第11名跃居至第1名。

如今在颍东区，不论是城区学校还
是农村学校，都在争先进位，都在铆着
一股劲儿抓过程管理。

重数据跑路 评价体系
适时调整

“我们注重根据上年度考核情况和
当年工作重点，对评价体系进行适时调
整。”吴元度介绍说，考核中重数据跑
路，多远程过程监测，多采集客观数
据，减少或取消现场考核环节，减少基
层学校负累，使过程管理更具有针对

性，考核结果更公平公正，更有利于工
作推进。

根据颍东督导工作的安排，督导评
价的“尺子”由业务科室按照相关规
定，在充分发扬民主、多次听取意见和
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制订或修订。评价体
系在每年 1 月底前调整结束，并及时下
发至各督学责任区，形成了“年初‘出
卷’、年中‘答卷’、年底‘阅卷’”的
基本模式。如 2019 年督导方案，更加
突出实绩，更加注重远程数据监控，删
除以往总分中的现场观摩活动和迎检现
场加分项目，由对应科室按照单项评估
细则设置情况予以认定。

利用颍东区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工作平台记录督导过程、分享督导经
验、展示督导成果，大大提高了督学的
工作效率，大大减少了报送材料的负
累。每月 5 日左右评选上月“督学发
布”中的优秀稿件成为督学们关注的重
要事、开心事、收获事，“督学发布”
栏目成为督学们碰撞思维、交流思想、
争先竞优的大平台。

重结果运用 让督导“长
牙齿”

在颍东教育人看来，挂牌督导工作
要想“长牙齿”、有权威，关键要抓结
果运用。

根据 《颍东区中心学校直属学校教
育督导方案》，年终各项教育重点工作
都有一个客观的得分和排名，其结果与

学校、教师的奖励资金挂钩；根据 《颍
东区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考核奖励方
案》 和 《颍东区教学质量督导评估奖励
暂行办法》，年终每位督学和督学责任
区也会有一个和工作开展相匹配的得分
和排名，仅督学绩效奖，2018 年就兑
现13万元。

对于临时性工作，颍东充分利用通
报表扬和批评两种手段，进行激励或惩
罚。仅2019年前3个月，颍东区教育督
导委员会就印发督导通报 4 份，其中 1
份通报表扬、3 份通报批评，对 17 所学
校的 32 个问题提出通报批评，并计入
2019 年督导考核结果，扣分从 0.5 分到
1分不等。

当地注重把督导结果作为对学校及
领导班子成员评先、奖惩、任用的主要依
据。年度综合考核得分排名分四个等
次，分别奖补不同金额的办公经费，对连
续三年位于后三位和连续两年位于末位
学校的主要领导经组织研究予以调整。

“颍东区是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创新区和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区。我们有自己的督导标准、自
己的督学精神、自己的督导方式、自己
的督导工具、自己的督导运用。”颍东
区教育局局长颜明辉对笔者说，下一
步，颍东将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 2019 年 10 项工作要点，不断完
善“365 督导模式”，继续着力在深入
抓落实上下功夫，着力在加强队伍建
设、加大经费投入和强化结果运用上下
功夫。

诚心督、精心导、重应用，安徽阜阳市颍东区创新发展“365督导模式”——

所有学校都在铆着劲儿抓管理
特约通讯员 武永生 桑琳

我身边的
好老师

“能行吗？别硬撑啊！”他手拄双
拐，头上冒汗，却咬牙坚持说：“让我
试试，我自己走。”结果，一天下来就
摔了两跤。

这一令人揪心的镜头，是“左臂教
师”李秀强二十年前定格在师生心中的
一幕。

1998年，李秀强一毕业就来到山东
沂蒙革命老区的平邑县卞桥镇中心小学
工作。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右腿粉碎性骨折，髋骨移植后免遭
截肢，右手两处骨折，肘关节损伤严
重，术后尺骨桡骨粘连严重无法正常翻
转。从此，李秀强落下半身残疾，至今
右腿比左腿粗很多，不敢蹦跳或剧烈运
动，不能长时间站立。

一开始，在外人看来，车祸的无情
好像摧毁了李秀强的满腔热忱和十足干
劲，似乎阴霾从此将笼罩他的整个人
生。但半年之后，这位倔强的年青人，
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拄起双拐，一
瘸一拐地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走
上了讲台。于是，就出现了开头一天连
摔两跤的场景。

为了早日让家人和师生认可他能坚
持上课，李秀强逐渐咬牙放弃了一根拐
杖，开始单拐执教。为了消除大家的疑
虑，他甚至尝试单腿蹦着去上课，以图

证明“我能行”。被迫无奈，他坚持锻
炼左手本领，工作生活基本都靠左手，
开始了单拐左手执教的生涯。二十年下
来，李秀强慢慢变成了师生心目中“聪
明”的左撇子，成了“左臂教师”。

慢慢地，李秀强的执着打动了孩子
们的心灵。有一次，李秀强拄着拐杖走
进教室，刚把拐杖放在门后，转过身来一
看，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来还闹哄哄的学
生，早已拿出了课本，端端正正地坐在自
己的座位上，等待上课。此后，班长还做
出了值日表，男同学轮流扶他上课下课、
去厕所，帮忙拿教具，等等。

李秀强的坚韧与微笑、认真与亲
切、朴实与热情，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作为班主
任，李秀强练就了一双发现问题的“锐
眼”，学生身上有什么问题、心里有什
么“疙瘩”，他都能及时发现。

李秀强深怀仁爱之心，注重集体教
学和个别辅导相结合，正视差异，因材施
教。崔宏、崔瑞鑫两个同学勤奋好学，理
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好，李秀强就鼓励他
们多读书、多做提高练习，这两个同学都
曾在学科竞赛中获奖，后来一个成了大
学教师，一个成了国防精英。宋晴晴刚
进五年级时，成绩在全班倒数，李秀强就
经常和她谈心，分析原因、找差距，积
极鼓励。宋晴晴逐渐找回了自信，期末

成绩进入了班级优秀行列。
二十年来，李秀强辗转工作过乡镇

的几所村小，“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
离开”永远是他的工作节奏。因为爸爸
每天上班要早走，女儿李心怡也只能跟
着早起床、早吃饭、早离家；因为爸爸
要送学生、要加班，忙完一天的工作才
能离校，女儿也习惯了在家默默地等
待。但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如今就读
平邑一中的李心怡，成绩在全县也是名
列前茅。

李秀强的妻子贾中秀是镇中心卫生
院护士，身体一直不太好，2005 年因身
体原因退出了护理一线，14 年来身体每
况愈下，饮食习惯、劳动强度、情绪波动
都得严格控制。再加上父亲因膀胱造瘘
手术而尿袋不离左右，虽然分身乏术，李
秀强依然总是默默承担，从无怨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秀强
说：“三尺讲台是我儿时的梦想，我从
小就希望长大了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要传道、授业、解感。”他做到了。
用二十一个春秋的辛勤播种耕耘，李秀
强老师执着地诠释了“人民教师”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仁爱之心。

克服身体残疾 微笑面对生活 注重因材施教

他用左臂撑起未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岳茂超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赵翠
婷）日前，河北省乐亭县教育局举
办了一场以汉字起源为主题的专
题课，邀请“祥隶”体创始人、78 岁
高龄的乐亭籍著名书法家王祥之，
以近百个甲骨文为例，讲解汉字从
古至今的演变原理，引起了师生对

“简练到极致的画就是字”的强烈
共鸣。

“汉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元素，老师们教学一定要知其所以
然。”王祥之说，“要让孩子们爱上
写字，提笔即是传承时。”近年来，
乐亭县立足地域和文化方面的资
源优势，依托校本课程开发，将优
秀传统文化引入了校园。“冀东文
艺三枝花”的发祥地乐亭，拥有十
几项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乐亭

皮影、乐亭大鼓、地秧歌、泥塑等十
几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书
法、腰鼓、扎染、民乐等其他地区
的非遗项目一起，以校本课程或
者社团活动的形式，走进了乐亭
城乡的 100 多所学校和幼儿园，
成为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有益
补充。目前，乐亭有“中华优秀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2 所，“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教育传承基
地”17个。

“学校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沃土，课程则是帮助学生获
得文化滋养的源泉。”乐亭县教育
局局长张永涛说，乐亭通过校本课
程开发，把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校
园，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热爱并传承
传统文化，从小树立起文化自信。

河北乐亭

依托校本课程 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刘天
喜）“自从学习了戏曲，我深刻体
验到了中华戏曲的魅力，感受到
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甘肃省
高台县解放街小学学生葛璨钰在
参加完戏曲社团活动后自豪地说。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高台县解放街小学率先探
索创新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
和学生特点的戏曲教育形式，全
面开展“戏曲文化进校园”活
动。该校在“走班制”社团活动
中设立了戏曲社团，将每周星期
三下午设置为戏曲社团活动时间。

据悉，近年来，高台县在各

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戏曲文化
进校园”活动，旨在全面推广普
及传统戏曲文化，让学生对戏曲
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采
取“请名家进校园、领学生进戏
班、与民办艺校结对、走访民间
艺人”等形式，利用“快乐大课
间 ” 和 每 周 3 次 的 晨 间 训 练 时
间，通过“戏曲艺术鉴赏、戏曲
课堂观摩、戏曲专家指导、戏曲
文化交流、戏曲经验研讨”等手
段开展传承活动，丰富了校园文
化生活。目前，全县共创建全国
艺术特色校 2 所、省级快乐校园
14所、市级艺术特色校9所。

甘肃高台

“戏曲之花”在校园绽放

■实践创新

“我们要向学校表达谢意，感
谢学校培养了那么多好学生！”
73 岁的于会文老人与她所在社区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富康社
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长春中医
药大学，送来一封感谢信和一面
大红锦旗。

他们要感谢的是长春中医药
大学博硕医疗服务团的志愿者。
博硕医疗服务团是一支以“精研
医术，服务社会”为理念的医疗
志愿服务团队，自2009年成立以
来，这支队伍守护了无数人的健
康，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于会文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她有多年的颈椎病，时常受
病痛困扰，可博硕医疗服务团一
来，就把她这个“烦恼”给解决
了。“在小张大夫那里接受了几次
针灸治疗，我多年的颈椎病有了
好转，我现在每周都盼着她来。”
于会文说。

她口中的“小张大夫”是长
春中医药大学 2017 级硕士张嫣
然，她是定点服务富康社区的志
愿者之一。张嫣然擅长腹针疗
法，治好了富康社区不少居民的
老毛病，还有自己固定的患者群。

“大妈，补品不能乱吃，您得
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养。”除了为
居民检查身体，志愿者们在每一次
义诊中还会耐心地做着另一件事：
为百姓普及中医药文化及健康养
生知识。为做好这项普及工作，
2016 年，博硕医疗服务团成立了
宣讲团。“我们在义诊中发现普通
群众在日常健康保健方面陷入很
多误区，比如，有的人血压高不吃
药，而有的人则痴迷于保健品等。
所以，做一次健康知识宣讲比搭一
次脉的意义和影响更大。”2018级
博士研究生、博硕医疗服务团的

“老团长”马德慧说。
十年前，这只是一支仅有 10

多个队员的“医疗服务队”，如今
却发展成一个有近千名成员的志
愿服务组织。是什么力量推动它
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建立并完善
了志愿服务机制。”青年教师李健
楠一语道破这其中的奥秘。他曾
是博硕医疗服务团 2011 级志愿
者，如今他的身份是博硕医疗服
务团的带队老师。

据李健楠介绍，从2013年开
始，博硕医疗服务团就着手给每
一位志愿者每一次志愿服务“建
档”，作为年底考核的依据。同
时，必要的培训也必不可少。每
年新加入的研一学生都需要接受
服务团的内部培训，“新人们”通
过了培训考核才可以去社区服
务。“大部分人开始做志愿服务都
是怀着一股热情，但这股热情劲
儿一过，就很难坚持下去。所以
只有用必要的制度进行引导和规
范，才能促进志愿服务保质保量
地持久开展。”李健楠说。

“我们向来重视志愿服务工
作，把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当成服
务大局、服务青年、服务社会的重
要载体。”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副
书记姜彤伟表示。近年来，学校对
志愿服务设置了诸多鼓励措施，如
将志愿服务纳入综合实践学分，参
与志愿活动可以在奖学金评比、评
优评先中获得加分，为优秀志愿项
目提供资金赞助等。

十 年 来 ， 从 当 年 的 “80
后”，到如今的“95 后”，志愿者
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博硕医疗服
务团的接力棒从未中断。他们用
实际行动为“医者仁心”作出生
动注解，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丰
厚的精神财富。

长春中医药大学博硕医疗服务团开
展医疗志愿服务——

一场持续十年的接力
本报记者 赵准胜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王志诏
周新兴） 近日，来自江西省兴国县教
育系统的近140名党员教师，来到井
岗山接受红色教育，他们身着红军
服，整装列队步行至烈士陵园，向牺
牲在井冈山上，为中国革命胜利光荣
捐躯的数万英烈鞠躬、默哀、敬献花
圈，重温入党誓词。这是该县举办

“不忘初心促党建，牢记使命铸师
魂”师德培训活动的一个缩影。

“只有培育一大批思想有修为、
业务有专攻、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
才能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的合格人
才。”兴国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赖晓
辉表示。

如何让师德教育融入到教学中，
真正让教师受洗礼？近年来，兴国县
教科体局组建师训团队，依据兴国作
为革命老区、中华烈士第一县、将军
县等红色资源，充分挖掘、融合红色
资源，对“立德树人，红色铸魂”等
师训工作进行了大量颇有成效的探索
与实践；相继编撰出 《红色基因与兴
国》《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家
书》 系列本土校本教材，开发出系列
红色课程；每年，无论是新上岗的年
轻教师，还是任教多年的中青年教
师，该县都开设、研发出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的系列课程，实现了师德培
训全覆盖。

“用好‘活教材’，从理论到实践
给教师们心中铸下‘红色魂’、播下

‘初心苗’。”分管教师培训工作的兴
国县教科体局党委委员王守叶说出了
擦亮底色的初衷。通过把党史专家请
到课堂讲述兴国红色历史，到红色传
承基地校现场教学，观摩“红色主题
德育班会”，参训教师聆听苏区历
史，重温革命历程，不让红色精神仅
仅停留在书本中、尘封在记忆里。

每年的教师节，兴国县萧华红军
小学校长周九发都带领全体教师，赴
兴国县将军馆，庄重地举起右手，面
对革命先烈，重温入师誓言。“以这
种方式过教师节，我觉得特别有意
义。”萧华红军小学年轻教师张苑鸿
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重温入师誓言，编撰《红色经典
诵读》校本教材，重走兴国境内的长征
路，让红色文化看得见、摸得着，让老
师们听得到、说得出。”作为萧华将军
母校的校长、全国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工作者的周九发郑重地说。

“作为一名新时代人民教师，擦
亮底色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把爱国、
爱岗敬业融入到骨髓里中，践行到血
液里。”兴国县教科体局局长庄刚
说，在当前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的主题活动中，兴国县教科体系
统上下擦亮底色，将立德树人作为教
师的工作初心，更加富有时代的积极
意义。

江西兴国

立德树人
从擦亮底色做起

■看基层

■基层速递

本报讯（记者 龙超凡 通讯
员 林伟荦）近日，福建省教育厅
等四部门下发通知，从今年秋季学
期起，在泉州师范学院率先开展特
殊教育师范生公费教育试点，首批
招收 20 人，今后将适时扩大招生
规模。

福建规定，特殊教育公费师范
生招生计划纳入试点学校年度招
生总规模，招收对象为福建省参加
当年高考的高中毕业生，择优选拔
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
者。无法完成招生计划时，参照省

属本科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
划招生政策适当降分录取。

福建明确，特殊教育公费师范
生招生、录取、管理、就业等政策，
参照福建省公费师范男生相关政
策执行，毕业后须到生源所在设区
市范围内的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
学校附设特教班从事教学工作，服
务年限不少于6年。

据了解，泉州师范学院是福建
省唯一举办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
业的高校，已培养培训 2000 多名
特殊教育师资。

泉州师范学院

培养特殊教育公费师范生
河北易县狼

牙山五壮士红军
小学践行“把心
放在教育上，把
学生放在心上”
的工作理念，坚
持 生 本 课 堂 理
念，积极开展“自
主、合作、探究”
学习，培养学生
的学科素养、创
新意识和创造能
力。图为该校学
生自主进行科技
社团活动。

樊世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