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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丽）近日，陕西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骨干体系建
设的意见》，大力实施“骨干引领”战略，
推进新一轮基础教育“三级三类”骨干
教师培养计划，到2030年，培养10万
名省、市、县三级，教学名师、学科带头
人、教学能手三类骨干教师，带动全省
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

《意见》决定，按照所在县（区、市）
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15%的比例，在
全省建立一支6.35万人的县级骨干教
师队伍。县（区、市）级教学名师、学科
带头人、教学能手遴选与培养规模分
别为 5000 名、1.25 万名和 4.6 万名。
按照所在市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6%
的比例，在全省建立一支2.5万人的市
级骨干教师队伍。市级教学名师、学

科带头人、教学能手遴选与培养规模
分别为2000名、5000名和1.8万名。
按照全省基础教育专任教师数3%的
比例，建立一支1.15万人的省级骨干
教师队伍。其中，省级教学名师1000
名，每批次遴选培养100名；省级学科
带头人2500名，每批次遴选培养250
名；省级教学能手8000名，每年遴选
培养800名。

《意见》明确，2021年1月至2030
年12月，每年度组织遴选培养一次。
其中，每个批次教学能手通过评选命
名，每个批次学科带头人遴选与培养
期限拟定为1.5年，每个批次教学名师
遴选与培养期限拟定为2年，培养期满
经考核合格后命名。各级各类骨干教
师实行动态管理，每5年重新考核认定
一次，不搞终身制。

《意见》要求，获得“三级三类”骨
干称号的教师，应在教师队伍建设中
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

“三级三类”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
交流或定点帮扶。进入骨干教师培养
序列，原则上应在本县区服务至少3年
方可流动。对3年服务期内，未经组织
批准，私自流动（含辞职）或被县域外
学校聘用的骨干教师，取消相关政府
待遇，取消其参与各级组织的评审评
优督导及教师资格考试考官资格，终
止其骨干培养与晋级资格；对未经组
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恶
意从边远地区或乡村学校“挖取”人才
的，将停止聘用学校评优资格，包括各
级师德先进、优秀教师、特级教师和正
高级教师评选、骨干教师选拔与认定
等资格。

陕西到2030年培养10万名骨干教师
每5年考核认定一次，在本县区服务至少3年方可流动

“我的体育老师是世界冠军！”这学
期，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以下简称

“天府新区”）的许多学生特别喜欢炫耀
自己的体育老师。

今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省人社厅
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切实做好我省优
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
有关工作的通知》，从适用范围、岗位设
置、岗位职责、聘用条件、编制使用等方
面对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
事项进行了精准而详细的明确，为今后退
役运动员进入学校从事体育工作提供了政
策依据。

天府新区作为四川省首个体教融合改
革试验区，创新建立体育教师共享机制，
广纳退役世界冠军、退役运动员、教练和
优秀体育教师等体育人才到天府新区体育
教师共享中心，通过全区“排课走校”的
方式，到中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目前，已
有56名体育人才通过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进入天府新区11所试点学校上体育常规
课。

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招纳人才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鼓励基础教育阶
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天府新区
从2020年秋季起，便开始推行中小学每
天一节体育课。

“教师数量整体是够的，但按照《意
见》要求开齐国家课程，体育师资便吃紧
了。”天府新区太平中学副校长黄芳说，
因为学校教师结构性缺编，有时候只能发
动其他学科教师上体育课。

太平中学目前有25个班。黄芳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以初中部为例，如果按照
每生每天一节体育课的标准，学校要开齐
国家课程，至少需要6名体育教师，而目
前学校只有4名。

而这，不是太平中学独有的难题。
“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要开齐，师

资缺口是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天府新区
党工委教育卫健工委书记李广做过一个调
研，结果显示，在天府新区义务教育阶段
58 所学校中，体育师资有 100 余人缺
口。同时，在体育师资素养方面存在职称
结构不高、偏老龄化和名优教师占比不高
等问题。

师资缺口大、师资素养有限、教学内容单一，这其实
是许多地区在推进新时代体育工作时面临的共性问题。而
另一头，则是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渠道不畅。

如何破解这样的两极矛盾？在李广看来，关键是要搭

建一个破局的平台，打通双选渠道，贯通融
合解决教育和体育两家的问题。

今年7月，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正式成立，随即发布人才招募公告，并举
行优秀体育教师、优秀退役运动员双选
会。8月，125名体育共享教师参加实训考
核，随即学校与实训考核合格教师进行双
选，精准匹配学校需求，最终56名教师双
选成功，9月1日正式入驻学校。另外，共
有69名退役运动员与共享中心签订意向协
议，人数占四川省签约102名优秀退役运
动员的67%，其中，花样游泳世界冠军蒋
文文、蒋婷婷等8名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
加入共享中心冠军资源库。

9月8日，四川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
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入职仪式举行，四
川省副省长罗强亲自向退役运动员担任学
校体育教练员代表颁发证书，退役运动员
们正式开启了向学校体育教练员的角色转
变。

共享体育教师如何选

“体育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有待提
升，梯度建设乏力，运动员型教师稀少。”
在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建立前，天府新区做
了充分的调研，学校现有体育师资不容乐
观。

在李广看来，需要通过体育教师共享
中心解决基本国家课程师资问题，更要解
决学生体育拓展问题。在“双减”的背景
下，学校艺体教育如何满足学生个性需
求，如何深化课后服务，都需要通盘考
虑。

天府新区的目标很明确，到2025年，
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要达到68%（市级目
标65%），要培养学生两项及以上运动技
能，全面落实“一校一品”“一校多品”工
程。同时，建立省级及以上体育冠军“蓄
水池”，引领天府新区学校体育发展，打造
10到15个体育特色项目。

在这样的目标下，共享体育教师如何
选的问题明确了。

“专兼职结合，普通体育教师和专项体
育人才并进。”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负责人陈超琼告诉记者，中心采取专职、
兼职、专家顾问等灵活方式引入人才，逐
步形成一支由奥运会冠军、优秀运动员、
退役运动员、专职教师组成的多元化师资
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对暂未取得教师资格
证的人员，天府新区明确，如果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可
直接持教练员资格证或运动员等级证书纳入平台，经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体育课程标准解读培训，合格后上岗。
对于需要担任国家课程的教师，则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取得
教师资格证考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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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萍 韩晓萌）日
前，2021中国国际教育研讨会全体大
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以“育新机、开新
局，建设开放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主
题，分析研判新征程中教育对外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擘画全球教
育合作新蓝图。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
鹏出席并讲话。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会长刘利民主持大会开幕式。

怀进鹏指出，面对疫情，中国政府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停课
不停学”，保障了广大学生的生命健康
和受教育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贫困家庭学生辍学实现动态
清零，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奠定了坚
实基础，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怀进鹏表示，中国教育在顺利实

现“有学上”的基础上，正在加快构
建满足人民“上好学”愿望的高质量
教育体系，将着眼优先发展、公平可
及、因材施教、开放灵活，努力让教
育资源全程伴随每个人、让教育成果
平等面向每个人、让教育过程全面发
展每个人、让教育效能深度助力每个
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怀进鹏倡议，一是坚持共赢共
生，深化教育合作。各国应以合作攻
克教育难题，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和资
源共享，推动各国人民共享教育改革
发展成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
有效性、协同性。二是坚持创新创
造，引领事业发展。各国应积极推进
教育改革创新，强化教育链和人才
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和融
合发展，不断提升教育自身发展的能

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三是
坚持互学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各国
应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和跨文化沟通教
育，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相互学习、交
流互鉴的平台和机会，让教育为民心
相通助力，厚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民意基础。

本届研讨会主宾国为英国。英国
教育部常务次官苏珊·艾克兰、新加
坡教育部部长陈振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
尼尼发表视频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焦扬出席大会作主旨发言。英国
皇家工程院院长吉姆·麦克唐纳、美
国国际教育协会主席艾伦·古德曼以
视频方式作主旨发言。

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更高质量发展
怀进鹏出席2021中国国际教育研讨会全体大会

▶体育教师共享中心专职教师刘子乐在四川
天府新区南湖小学带领学生练习篮球运球技巧。

▼体育教师共享中心专职
教师周秋菊在四川天府新区南
湖小学教学生打羽毛球。

（学校供图）

在行动在行动“双减” ·全国试点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教育部新闻办 中国教育报刊社 合办

今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课后
托管服务全面推开。实际上，合肥
市关于课后服务的探索5年前就开
始了：2016年合肥市庐阳区率先
开展“放心班”行动，2018年合
肥遴选59所小学试点推进“三点
半课堂”，2019 年合肥市政府将

“三点半课后服务”试点增列为为
民办实事工程，2020年 9月印发
《合肥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实
施方案》。

5 年迭代，从试验到全面推
行，从解难题到“五育并举”，合
肥市“官方带娃”的探索路径扎实
有力。

从“放心班”到“三点半课堂”

2016 年 8月，合肥市庐阳区
委、区政府印发通知，决定以“政
府买单，建长远机制；主管部门牵
头，探究实施路径”的两步走方略
推动公益“放心班”工程，并在区
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放心
班”管理和看护人员的补贴。与此
配套，庐阳区教体局通过广泛征求

基层学校意见，制定了科学合理具
有可操作性的《庐阳区中小学“放
心班”实施方案》。

彼时，在职教师参与管理、奉
行公益普惠原则、实施“看管+辅
导+活动”课程设计的“放心班”，
即是如今“三点半课后服务”的雏
形和前身。

“放心班”的区域铺垫为合肥
市“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全面推进
提供了丰富经验，成熟有序的发展
模式也成为合肥不同学校推行“五
育并举”的有力抓手，合肥市用率
先行动的实践验证了“官方带娃”
深度推行带来的教育红利。

“基本上没费什么心思，孩子
下午放学就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团活
动，不花钱，还解决了我不能按时
接送的难题，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件
大好事。”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学生
刘俊熙的妈妈说。

一盘棋下的区域行动

《合肥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中小学课后托

管服务从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
始，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 18：
00，并将其分为“普惠托管”和

“个性化课程”两种模式，自此拉
开了合肥全域全员统筹推进“三点
半课后服务”的序幕。

合肥提出，“普惠托管”由本
校教职工参与，主要提供安全看护
等基本服务，由县区财政予以保
障。而“个性化课程”则通过引进
第三方机构开展艺术、体育、科普
活动等社会课程。按照公益普惠原
则，由自愿参加的家长按照不超过
600元/学期·生缴纳相应费用。同
时，把“三点半课后服务”试点增
列为为民办实事工程，要求市区所
有小学下午放学后均要推行校内托
管服务，并将实施情况纳入对各县
区政府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市级统筹，县区一体”的推
进模式让“三点半课后服务”的集
成效应在合肥最大化地得到了体
现。

目前，合肥市已统一推行三点
半课后服务管理平台使用，此平台
可以同时实现政府端机构遴选、课
程审核，家长端在线选课报名、课
程评价，教师端打卡上课、课程展
示记录、课后小结等多种功能。

（下转第二版）

从“放心班”到“三点半课后服务”

合肥“官方带娃”迭代升级
本报记者 方梦宇

10月22日，贵州省黔西市林泉镇高锦小学学生在练习手鼓。新学期以来，黔
西市教育部门认真落实“双减”政策，在学校开展多彩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
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促进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 范晖 摄（新华社发）

多彩活动丰富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