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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党建“定盘星”，“县管校聘”激发教师新动能，城乡学校各美其美

乐昌教育管理改革扬帆立潮头
虽已年过五十，广东韶关乐昌市第四中学教师区斌飞课时量高居全校

首位。他教两个班的数学，还争当班主任，工作动力十足。
而在乐昌推行“县管校聘”改革前，区斌飞课时量全校倒数第一。

“县管校聘”时，区斌飞被缓聘，他知耻而后勇，充分发挥20多年班主任
工作经验，带领学生全面发展。他还作为本校七年级班主任里的“头
雁”，引领年轻班主任快速成长。

近年来，乐昌筑牢夯实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根基，牢固树立
德育为先、全面发展、面向全体、知行合一的科学教育质量观。在韶关学
院专家团队指导下，乐昌教育系统直面痛点，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
法、奋进的状态，打出“县管校聘”“一有三声五进”等组合拳，努力啃
下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硬骨头”，尽力让城乡学生都能享受更加公
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红利”。

▼

让党旗在教育系统高高
飘扬

“从金鸡小学到正筹建的凤凰小
学，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见证了乐
昌教育的凤凰涅槃，孩子们享受到了
越来越好的教育。”乐昌小学校长吴建
华的 《从金鸡到凤凰，我的教育梦》
演讲，获得所在片区微党课竞赛活动
第二名。

“党旗必须在学校高高飘扬。我们
全面提升党建在教育重大决策、创新
发展中的领航作用，使党建工作成为
乐昌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引领和驱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乐昌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说，该市
教育系统坚定不移突出党把方向、管
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主体责任，
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关键环节，各级各
类学校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行
政工作负责制。学校办学方向、改革
发展、干部人才、大额支出等重大事
项，先由党组织讨论通过，再召开学
校班子会研究决定。

前段时间，乐昌小学 32 名党员教
师来到乐昌梅花镇大坪杨家寨，这里
是湘南暴动策源地。在当地村干部讲
解下，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党如何领
导人民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奔向幸

福生活。大家还重温入党誓词，铭记
党员初心。

近年来，乐昌教育系统把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思想理论，作为各级党组
织会议“第一议题”。该市还充分发掘
区域红色资源，搭建理想信念教育平
台，引导全系统党员教师把党的思想
理论作为思想明灯和行动指南，真学
真做真干。

虽然身患癌症，乐昌四中教师丘
文凌仍然退而不休，在教学一线勤恳
工作，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班。学
校数次主动提出为他降低工作量，他
都拒绝了。丘文凌以昂然奋斗的作
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乐昌四中等中小学校努力将学校
党组织打造成战斗堡垒，引导党员教
师戴党徽、亮身份，向全体师生公开
承诺，在学校重大发展事情上，身先
垂范，起带头作用。

“党员老师应成为开路先锋，助力
学校深耕课改、教改，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主角。”乐昌四中党员教师吴先
军的建议得到广泛认可，成为该校这
学期重大发展战略。在学校校长范美
林推动下，乐昌四中组织党员教师开
展“给自己一次反思、给同事一个点
赞、给同志一些批评、给组织一个建
议”的“四个一”活动，引导党员教
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学校发展

贡献金点子。
乐昌教育系统设计了多彩活动，

激活基层党建的“神经末梢”，引导党
员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提高教育治
理能力。乐昌教育基层党组织不断探
路党建与教学、育人等业务工作的融
合方式，全市各学校形成了教师争当
教学、师德先锋的良好氛围。

“县管校聘”促发师资
均衡的“蝴蝶效应”

开展“县管校聘”改革前，乐昌
四中、乐昌小学等部分城区学校缺编
十多名教师。仅英语教师，乐昌四中
就缺 4 名。而邻近城区的部分初中教
师严重超编，部分教师一周只上 4 节
课。

“原来老师的数量、质量在城乡、
学段、学科等方面分布不均，成为我
市教育均衡发展的‘拦路虎’。”乐昌
教育行政部门分管人事领导介绍说，
该市与韶关学院联合开展“四维一
体”县域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工程，对
症下药，做好顶层设计。该市有勇有
谋地开展“破冰行动”，奏响“县管校
聘”改革“三部曲”。

为乡村学校引来“金凤凰”，是乐
昌“县管校聘”的“前奏曲”。乐昌近
年来多措并举，增加乡村学校尤其是
偏远教学点教师岗位吸引力。该市引
导名校长、名教师“下基层”，给偏
远、农村学校教师职称晋升“多加
分”，给偏远、农村学校中高职称设岗
比例“做加法”，为支教人员竞聘“开
绿灯”，为农村教师生活居住、奖励补
贴、业务培训等方面“提标准”。优秀
校长、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有
序流动，校际间高学历、中高职称的
教师比例大体相当。

乐 昌 四 中 作 为 改 革 的 领 头 羊 学
校，2018 年 6 月奏响了“县管校聘”
的“开场曲”。该校按营造氛围、形成
共识、先易后难、重点突破的思路，
开展了本校直聘、本校竞聘、跨校竞

聘、本校缓聘、组织调剂。其中校内
竞聘、跨校竞聘分别为学校、教师提
供了双向选择、多元选择的机会。

在乐昌四中先行先试的基础上，
乐昌按总量控制、统筹城乡、结构调
整、有增有减的原则，局管“总”，校
聘“人”，奏响了“县管校聘”的“主
题曲”。乐昌四中、乐昌小学等缺编学
校都补充了新鲜血液，教师在学段、
学科间的配置逐渐相对均衡。

“我们的操作有温度，适当照顾
老、孕、病、残老师。更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将教书育
人业绩作为核心考量标准。这样教师
们不但动起来了，而且工作更敬业
了。”据乐昌教育行政部门分管人事领
导介绍，乐昌各个中小学校自主制定
考核细则及分配方案，一校一策，逐
步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绩效为取向的
工作考核、薪酬发放方案。各校与直
聘、竞聘上岗的教师签订岗位聘用协
议，明确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双方权责。

范 美 林 想 方 设 法 用 好 “ 县 管 校
聘”这个指挥棒。该校拿出 20%的绩
效作为班主任专项奖励资金，班主任
还可校内直聘。改革后，乐昌四中教
师们争当班主任。为备战绩效考核、
评优评先、下一轮竞聘等，大家争课
上、抢活干。

乐昌四中等学校奖先罚后，对于
缓聘、调剂的教师，先给其一年试用
期，督促他们奋起直追。欧胜强老师
被调剂到乐昌小学后，每周课时量从
4 节提为 14 节，“我现在教学水平飞跃
式提升，感受到了老师应有的价值和
尊严。”

“一有三声五进”打造
学生“快乐大本营”

近日，乐昌四中小学部五年级学
生陈定羽用 40 个积分，在学校积分小
超市换了笔记本、可擦笔。她在学
习、社团活动等方面奋勇争先，赢取
积分。乐昌四中通过学生积分券改

革，升级了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
乐昌地处粤北山区，学校点多面

广，少部分学校教育理念相对落后，
仍把应试教育作为教学主线。近年
来，乐昌直面短板弱项，把推进素质
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在韶
关学院智囊团助力下，乐昌打出“一
有三声五进”组合拳，五育并举，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乐昌市三溪镇中心学校地处偏远
乡村，但通过挖掘当地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设了乐昌花鼓戏、书法教育等
特色鲜明课程。乐昌一中作为城区学
校 ， 以 STEM 教 育 撬 升 学 生 的 跨 学
科、实践动手、解决问题等素养能力。

“城乡学校都要深入研究自身历史
基础、发展目标，因地、因校制宜，
凝练办学理念，深挖办学特色，和而
不同，服务学生核心素养全面发展。”
乐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欣喜地看
到，现在乐昌每所学校独特的办学理
念如同启明星，指导城乡学校都走上
了内涵式发展之路，各美其美。

每天早上 8 点，乐昌小学都会响
起琅琅诵读声。学校抓好“阅读进行
曲”的硬件、软件建设，为不同年级
学生精心编选适合的国学经典读本。
学校获评广东省书香校园。

“阅读文明学生精神，体育野蛮学

生体魄，音乐提升学生幸福。”乐昌市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努力推动素质教
育的要求具体化、数字化、刚性化，
乐昌结合本地特色、学校短板，制定
了更具实操性的行动方案。该市要求
每所学校针对性地加强读书声、唱歌
声、运动声，给学生打造兴趣发展、
成长成才的“快乐大本营”，力争让每
个学生掌握一至两项运动、艺术技能。

三声活动在乐昌蓬勃开展，乐昌
小学、乐昌四中、乐昌三中等学校创
新活动形式，读书声、唱歌声、运动
声交相辉映。

乐昌教育系统还加强硬件建设、
活动组织等方面的保障，推动学生进
课堂、进图书室、进运动场、进实验
实训室、进社会。五进活动引导各校
因材施教，铸就品牌文化，提升学生
的学习、实践、创新能力。

乐昌教育系统还借助教科研“利
器”，推动“一有三声五进”往深里
走、往实里去。在乐昌教科研部门引
领下，乐昌新时代学校等学校开展基
于非遗文化的跨学科统整教学实验，
相关课题获省级立项。

如今，乐昌市形成了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教育生态，各个学校异彩
纷呈，共同为文明中国、健康中国、
幸福中国“添柴加火”。

““一有三声五进一有三声五进””工程受到乐昌各中小学校热烈欢工程受到乐昌各中小学校热烈欢
迎迎，，蓬勃开展蓬勃开展。。图为该市图为该市““读书声读书声””精彩展演精彩展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一代代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在祖国大地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他

们用爱心、责任和智慧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他们身上发生着令人动容的感人故事，滋养着璀璨耀眼的教育智慧。

15 年前，在欢庆第 20 个教师节之际，由国家教育部门师范教育机构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汇集一线名师教学智慧的“教育

家成长丛书”，成为了当年的教师节大礼。

15 年来，从国家教育部门师范教育机构到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组编单位

变了，出版单位壮大了，但我们寻找、发现、总结、出版、传播好老师的故事与智慧的初心和实践从未间断！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发现“教育家成长丛书”发

展了、成长了：从小学语文老师李吉林、于永正、王

崧舟、孙双金、窦桂梅到中学语文老师于漪、钱梦

龙、赵谦翔、唐江澎、魏书生；从小学数学老师邱学

华、张天孝、吴正宪、华应龙到中学数学老师任勇、

张思明等，百余位心仪已久的名师、名校长正微笑着

向我们走来⋯⋯他们的成长经历、教育故事汇聚而成

的情感深沉、智慧闪耀、文字灵动的“教育家成长丛

书”，已经成为指引无数教师成长的智慧灯塔！

名师是信仰的灯火和仰望的前方。他们的真实经

历和真诚体悟，可以促进我们一日三省、快速发展。

坚持向名师学习、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坚守初

心、不忘使命，我们就一定能向着心中的教育理想进

发，获得独一无二的教育人生。“教育家成长丛书”

与我们同行，过去、现在、未来⋯⋯

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培
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
育家型教师。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

李吉林与情境教育

钱梦龙与导读艺术

周一贯与语文教育生命观

王崧舟与诗意语文

孙双金与情智教育

窦桂梅与主题教学

张桂蕊与语文拓展式教学

潘新和与表现存在论语文学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程红兵与语文人格教育

管建刚与后作文教学

洪宗礼与母语教育

黄厚江与语文本色教育

赵谦翔与绿色语文

王开东与深度语文

韩兴娥与课内海量阅读

汪智星与本真教育

刘金玉与阳光语文

万玉霞与生命发展教育

王君与青春语文

祝禧与文化语文

薄俊生与发展性教学

高万祥与人文教育

吴正宪与儿童数学教育

华应龙与化错教学

贲友林与学为中心数学课堂

张思明与中学数学建模

任勇与数学学习指导

张天孝与新思维数学

潘小明与数学生成教学

黄爱华与智慧课堂

唐彩斌与能力为重的小学数学

邱学华与尝试教育人生

徐斌与无痕教育

王俊与结构教学法

马承与英语教育

崔其升与自主教育

丁国君与绿色教育

丁继泉与主动教育

龚春燕与创新学习

龚雄飞与学本教学

郭洪与自主教育

韩立福与学本课堂

蔡林森从洋思到永威

贾桂清与觉醒教育

蓝继红与诗意教育

李升勇与大教育

李慧军与适度教育

李素香与完美教育

李元昌与乡土教育

王敏勤与和谐高效教学

刘可钦与主体教育

马培高与首善教育

魏书生与民主教育

杨屹与情趣教育

杨一青与和谐教育

张文茂与责任教育

赵翠娟与学习型学校

姜怀顺与全人教育

国赫孚实践教育与课堂重构

熊伟与本真课堂

戴铜与幸福教育

曾军良与魅力教育

盛新凤与和美教学

姚嗣芳与主体学堂

生命，因与名师为友而精彩！
事业，因与名家分享而辉煌！
这是一套，寻找教育家成长智慧的丛书

这是一套，凝集当代教学思想流派的精粹

这是一套，展示一流教学实践案例的大典

感恩有你 砥砺同行

祝全国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20062006年年，，““教育家成长丛书教育家成长丛书””座谈会座谈会

教育家
成长丛书
中国教育报刊社·

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组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