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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学校专门开了职工自助餐
厅，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合理，大部分
蔬菜还是纯绿色食品。餐厅旁边平价超
市还为教师提供了半成品食材订购服
务。”山东省日照实验高中教师尹萃近
日 说 ， 小 小 的 教 工 食 堂 ， 不 只 “ 暖
胃”，还暖了心。

“我们倡导‘要工作更要家庭、要
学生更要孩子、要质量更要健康、要发
展更要幸福’的‘四要、四更要’理
念。”日照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孙
燕介绍道，日照近年来大力构建尊师、
爱师、惠师、强师工作体系，实施教师
身心健康关爱行动、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行动、教师素养提升行动等关心关爱教
师“十项行动”，用暖心之举不断提高
教师幸福感。

减负：
绘出尊师重教底色

随着校内课后服务的深入推进，教
师们放学后要延长一个半小时才能离
校，工作量陡然增加。如何在保障教育
教学和课后服务质量的同时给教师们

“减负”呢？
让教师从“忙到怀疑人生”的烦琐

报表和诸多琐碎事务中解脱，正是日照
市力推的“减负”重磅举措。“这学
期，我明显感觉到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
的评比、报表、观摩少了，终于有时间
坐下来好好地研究教学了。”日照市新
营小学东校区办公室主任王成说。

“我们推出了 18 条‘硬核’举措、
22 项‘瘦身’清单，学期初晒清单，
赋予教师对非合理性工作说‘不’的权
利，坚决拒绝各项行政事务和名目摊
派，让教师轻装上阵，把更多的时间留
给学生。”日照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张
健介绍说。

探索弹性工作制度，日照积极构建
“双减”教育新生态。东港区天宁小学
实行课后服务 AB 岗、“双减假”等弹
性工作制度，让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每
两周有五天时间提前一小时下班，每周
可以休一次半天的“双减假”，还可以

“储蓄制”“零存整取”使用。
“自弹性工作制度实施以来，一些

私人的事情也能够通过‘双减假’轻松
实现，幸福指数也提升了！”天宁小学
教师丁文华就通过弹性时间在工作日参
加了自己孩子的校园开放日活动。

关怀：
建设教师幸福之路

想教师之所想、急教师之所急。日
照大力推动各学校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搭建问题“修复”平台，通过设立“校
长信箱”、“与校长面对面”等举措，帮
助解决教师的关心事、揪心事、分心
事。

莒县文心高中校长盛春桂将自己的
办公室设在了高三级部楼层，一方面及

时关注高三学生的学习状况，另一方面
让教师能随时反映遇到的烦心事、闹心
事。

日照实验高中则探索建立了“教师
救助小分队”，开展探望生病教师、教
师节送祝福等活动。“教师生活的日
常、工作的点滴，都已成为我们学校的

‘公事’和‘要事’。”日照实验高中校
长宋国安说。

以解决广大教师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小事为突破口，日照市突出物
质上保障和精神上鼓励“两项关怀”：
推行人性化管理，探索“教师休息室”

“错峰编排”“弹性考勤”等暖师举措；
打造“教师之家”，定期组织教师进行
阳光心态、健康人生、情绪理疗等学
习；创建市级教师实践教育基地，教
育、体育、文旅、妇联等部门联合为教
师提供各类暖心服务。

日照部分学校还推行暖心政策：托
儿期教师哺乳期后1年内每个工作日考
勤半天，孩子上幼儿园的教师工作日早
上签到可推迟、下午签退可提前，为教
师提供最大生活方便。

日照市教育局总督学徐宣清介绍，
日照还通过表扬表彰突出精神上的关
怀，每年定期开展“最美教师”“教书
育人楷模”“爱岗敬业教师 （班主任、

校长） ”等系列典型评选表扬，连续两
年拿出90万元奖励教师先进典型。

此外，仅为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午
间陪餐的一线教师足额发放补助，日照

每年财政补贴就达到约1亿元。

加码：
成就教师人生理想

个人专业发展与职业理想始终是广
大教师最关心的大事之一。日照在为教
师减负和提供各种关怀的同时，不断释
放专业发展红利，助力教师丰盈和成就
人生职业理想。

近年来，日照市大力实施成长助
力、聚才优选、创新引领、安居保障等九
大扶持计划，打造全链条、全方位、全要
素的人才支持保障体系。同时，对培养
或引进的齐鲁名师名校长、国家自然科
学 奖 获 得 者 等 高 层 次 人 才 给 予 每 月
5000元或2000元补贴，激励教师成才。

此 外 ， 日 照 市 还 聚 力 实 施
“5115”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培养
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每年投入培养
培训教干教师经费600多万元，在全市
遴选培养 5000 名骨干教师、100 名名
师、100 名名班主任、50 名名校长，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目前，日照已培养
国家级教学名师 1 名，山东省特级教
师、齐鲁名师名校长97名。

“我更看重自己在这里的专业成
长，学校实施多岗位锻炼，帮助我不断
拓展能力边界。”日照高兴镇中心小学
被选派到青岛参加挂职研修的教师范宏
伟说，“在半年时间里，我通过跟岗研
修，近距离学习了教育先进地区的好经
验、好做法，拓宽了思路理念，逐渐打
通了自身本领的堵点、盲点和痛点。”

“为教师‘减负’，为幸福‘加码’，做
的是教育体制改革路上的加减法，行的
是为国之大计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
能。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教师减负工
作，通过谋教师关键小事，让教师‘轻装
上阵’，让教育返璞归真。”孙燕说。

山东日照办好暖心惠师实事——

为教师构筑“幸福港湾”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逄仁霞

上图 日照东港区第五小学教师沈玉琦在课后服务时间教孩子们学
习尤克里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她和孩子们明媚的面庞。

下图 日照实验高中开设职工自助餐厅，为老师们提供暖胃暖心的
优质服务，图为老师们在选择自己喜欢的菜品。 日照市教育局 供图

每月开展一次师德师风自查自纠、
每季度开展一次师德师风互评互助、每
学期召开一次师德师风研判会⋯⋯今年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教育系统对教师师
德规范提出的新要求，在全县教育系统
引起了强烈反响，让尊师重教在当地蔚
然成风。

近年来，金塔县把师德师风建设作
为学校发展的一项全局性、基础性、战略
性工程。该县梳理了十大类 30 多项排
查整治重点，涵盖教师 8 小时内外的言
行举止、课堂教学、作风建设等，并向社
会公布了投诉电话，切实加强了教职工
遵守职业道德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与此同时，金塔县还发布了“禁酒
令”，明确规定教育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在
工作日不饮酒。“这是规范教师行为的新
尝试。教师前一天喝酒、第二天进课堂，
课堂教学质量不能保证，言行举止也不
能保证。”金塔县委教育工委书记、局长
崔军说。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关键要筑牢教
师理想信念。金塔县通过新上岗教师岗
前培训、主题教育和教师宣誓活动，不断
激励教师提升专业素质、道德修养，把全
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落到实处。同时，该
县通过社会实践、红色教育等方式，引导
广大教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以“守师德、正师风、立师表”为主
题、以学科组或年级组为单位，组织教职
工对自身和他人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评
议，是今年金塔县师德师风提升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已连续10
年开展师德师风主题活动，今年增加的每季度一次的师德师风互评互助
活动，我觉得特别好，可以提前预警、及早干预，及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特别是对酒驾醉驾预防监督，起到了非常好的约束和震慑作用。”
金塔县第三中学校长王吉宏说。

每年教师节，金塔会选树一批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向社会宣讲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展现良好精神风貌，并通过开展师德师
风承诺宣誓、师德主题征文、主题演讲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教
职工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在金塔县第四中学历史教师屈广的课堂上，红色思政与课堂教学相
互融合、相互浸润，颇受学生欢迎。“前不久，屈老师讲到了西路军女战士
王泉媛的故事，老一辈革命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们的精神永
远值得我们学习。”该校八年级（3）班学生何钰激动地说。

“我们常态化开展师德师风排查整治，并欢迎广大家长、群众监督教
师从教行为，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教职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切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提高师德
涵养，努力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崔军说。

甘
肃
省
金
塔
县
加
强
师
德
师
风
建
设—

—

文
明
新
风
润
泽
教
师
心
田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王冬梅

本报讯 （通讯员 柏珏） 如
何让家长们从家庭教育的“旁观
者”变为“参与者”？正值暑假，
江苏省扬州市电教馆在扬州“智
慧学堂”平台以及公众号打造的

“家庭教育微讲坛”栏目推出了暑
期特辑“幼升小”与“小升初”
系列，缓解家长们的“升学焦
虑”。

据了解，为促进学生学业进
步与心理健康成长，为家长提供
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
教育微讲坛”栏目长期邀请众多
学养丰厚、家庭教育方面经验丰
富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进讲
坛、做嘉宾，深入校园拍摄记录
学生们的真实想法，让学生、家

长讲出“心里话”。
该栏目每周在扬州“智慧学

堂”公众号以及平台发布1—2个
指导家庭教育的话题，并设置交
流讨论区，家长可利用空闲时间
碎片化学习并与专家教师共同研
讨。栏目关注的话题包括五大
类：健康安全教育类、学习方法
类、人际沟通类、性格品质与情
绪情感类、兴趣爱好与理念政策
类。

截至目前，该栏目已推出 41
期，涉及近百个话题，浏览量近
10 万次。不少家长表示，“家庭
教育微讲坛”定期推送的话题涵
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接地气，
具有实操性。

江苏扬州

推出线上家教微课堂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仲 勋
刁同昌） 日前，来自河南省三门
峡市直教育系统10个深化党员积
分管理试点先行学校的党组织书
记，聚焦 2022 年“党建揭榜挂
帅、基层党建项目创新”这一主
题，结合开展“创五星、强双
基”提质行动，推动党建工作融
入中心大局、融入教育教学的创
新实践情况，依次进行大会展
讲，并接受与会人员书面评议。

在当天召开的市直教育系统上
半年党建述职评议暨重点工作推进
会上，最突出的议程就是围绕党员
积分管理的实践与探索进行现场交
流。10 位来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

结合各自实际，讲思路、晒做法、述
体会、谈经验、叙收获。大家在相互
学习、对比借鉴中，强化了各级党组
织抓党建、促发展的意识，明晰了近
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围绕‘创五星、强双基’进
行深入交流研讨，意在鞭策基层
党组织书记开阔思路、创新方
法，促进大家梳理工作、提供思
想，鞭策各位总结做法、查找不
足。”三门峡市教育局党组主要负
责人指出，党员积分管理作为党
建工作的一个抓手，根本目的是
解决党建工作虚化、弱化与软化
的问题，进而带动引导基层党建
工作向实处发力、向深度延伸。

河南三门峡

细化党员积分管理工作

近日，新疆昌吉市第十小学、第一中学近 100 名学生在教师陪同
下，走进昌吉市公安局参加“师生进警营 欢乐暑假行”警营开放日活
动，学生们与公安民警一起升国旗，观看警犬搜爆训练、女子骑警队骑
行、无人机飞行表演等，近距离体验别样“警彩”。 通讯员 杨斌 摄

■基层速递

■■看基层看基层

家住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枫边乡大
乌山脚下的 80 多岁竹编老匠人许显福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竹编手艺竟会成
为当地学校课后延时服务的特色课程。
每隔一周，枫边中心小学师生就会徒步
15公里来到许老家，接受许老手把手传
授竹编技艺。

“双减”之下，兴国探索山区美育
工作，推动乡村学校开发出一系列美育
课程，帮助孩子们深入了解民间艺术文
化，让美育之花在大山深处绽放。

“双减”之下向美而行

“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
园”，地处罗霄山脉的兴国县，人文资
源丰富，还孕育了浓厚的客家文化。
但起初，兴国县农村学校在美育课程
的设定上并未立足于当地丰富的美育
资源，而是盲目跟风城区学校，最终

“美育课程”出现专业教师短缺、家长
学生无感、实用施展性差等一系列难
题。

“双减”之下，乡村的美育之路应
该怎么走？兴国县教科体局探索提出

“1+X+Y”的课后托管服务模式：“1”
为基础性的托管，“X”则是学校“一
班一品”开设的如书法、绘画等兴趣培
养课程，“Y”是学校专长教师指导或整

合校外资源开设的社团拓展项目。
乡村学校开始了就地取材的冷静

思考，在开设音乐、美术等课后延时
课程的基础上，增设山歌、剪纸、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美育
课程。

与此同时，让乡村美育流动起来的
“美育帮扶机制”在全县范围内启动。
“双减”以来，兴国新招募音乐美术教
师 32 名，全部派往乡村中小学；以教
学片区为单位的优秀音乐、美术教师在
送教边远农村校的“走教行动”中联动
成“美育共同体”⋯⋯师资培训、跨界
培养、“走教行动”、“特岗计划”等帮
扶项目的实施，激起了乡村美育教师成
长的“一池春水”。

指尖流淌农耕记忆

剪纸、衍纸、编织、标本制作⋯⋯
在兴国的乡村学校，丰富多元的美育实
践在指尖上呈现。

屋里是剪刀下花鸟虫鱼的奇妙世
界，窗外是连绵的田野与群山。6 月 3
日，兴国县方太中心小学剪纸社团的
孩子们在玻璃房中，开始了每周五的

“指尖课堂”。方太小学的剪纸社团创
立于 2014 年。“双减”以来，方太小学
的教师将剪纸艺术带入了各村小的课

堂。
梅窖小学衍纸社团也在课后延时服

务开启后迎来升级，由于集训的时间增
加，训练更加系统，社团成员从单人制
作到中大型团队创作，作品从单一事物
到多个场景。

美育课堂也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得
到延展。这一次，它发生在兴国县鼎龙
中学的校园与农家菜园。学校的标本制
作社团成立于“双减”政策施行之初，
学生选取生长状态良好的植物制作标
本。随着技艺越来越娴熟，社团成员已
开始尝试工艺要求更为严苛的动物标本
制作。

除了艺术作品外，兴国永丰小学的
学生们在客家美食“仙人冻”的制作
中发现了盛夏的清凉美感：仙人草在
土地里采摘，食物在自然中熬煮，碧
绿的米冻散发着永丰乡民割舍不下的
草本香⋯⋯

乡村美育正以一种全新的、生动的
模样，从兴国师生的心中、手中，优美
地呈现出来。

美育生态渐成气候

兴 国 县 高 兴 小 学 拥 有 10 个 教 学
点，7 个村小，很多网点只有十几个学
生，网点老师的年纪偏大。但这些拥有

“农耕记忆”的师者，让镇上每个教学
点都开设了富有乡土气息的美育课程：
上密村小的以“劳”美校，向阳小学竹
竿舞与 《三字经》 融合，文溪小学用剪
纸激活童趣⋯⋯

高兴小学校长刘和祥表示，“双
减”以来，该镇在所有中心校、村小教
学点开展美育。

贴近生活的美育，还与学生的学习
热情发生着一系列良性反应。

“一份标本要彻底完善，就必须要
有学名、产地信息、采集日期、采集
人、关键形态学描述等信息。”鼎龙中
学校长韩周兴介绍说，标本制作社团的
学生会在课余时间主动查阅资料，再给
每一份标本作品贴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标
签，这是学生接触系统科学的途径之
一。

上门求艺的枫边小学竹编社团，在
向老艺人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师傅
—小老师—全校”的三级授课体系。孩
子们利用课外时间进行编、插、穿等竹
编基础手法训练，即便蹭破手指，也不
耽误练习。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兴国乡村
学校立足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出
多个美育项目，让优秀的地域文化找到
了更多小使者、小传人。

“双减”下，江西兴国做好乡村美育“加法”——

大山深处绽放美育之花
通讯员 熊婕 卓效 本报记者 甘甜

每月关注每月关注每月关注 谋教师关键小事谋教师关键小事谋教师关键小事

让教师体验职业幸福是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关键。日照市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基础工作，构建“1234”“尊师、
爱师、惠师、强师”工作体系，不断
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指数。

践行“一个中心”发展思想。坚
持以教师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多元
化、多角度地评价教师，促进教师的
可持续发展。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
合，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荣誉感。

突出“两项关怀”。坚持政策引领
下的物质上保障和精神上鼓励的“双
关怀”，在工资、编制、职称、荣誉、

奖励激励等方面多做“加法”，让广大
教师生活上有尊严、事业上有成就
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建好“三个平台”。搭建“城市+
大学”共同体、线上线下教师招聘和
高层次人才引进等“三大平台”，创新
思路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广布局、多
链条集聚人才，不断壮大优秀教师队
伍。

实施“四项工程”。实施“七个
一”素质能力提升、“5115”名师名校
长名班主任培养、“五位一体”思想政
治素质提升和乡村教师能力提升等

“四项工程”，全方位、梯队式提升教
育人才培养培育质量。

为教师发展铺就幸福路
日照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燕

【局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