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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白的乡村学校当老师，幸福指
数很高！我的收入在逐年增加，现在比
一些城区老师的工资还高。”黄胜道是广
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观珠中学副高级教
师，他每月除工资外，还能领到1000元
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和1031元住房补贴。

如何让更多教师在乡村学校安心、
舒心，树立信心？近年来，电白区将薪
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涉及教师切身利益
的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大”事，
让大批优秀乡村教师“有甜头、有奔
头、有劲头”，更加用心地投入到教书
育人中。

提升待遇
教师从教安心

电白区罗坑镇红星小学教师周转宿舍
即将竣工，目前已建好了四层楼，每层四
套房，每套房里布置1室1厨1卫1阳台。

“老师们对此期待已久。”红星小学
校长谢贵介绍，罗坑镇地处电白区东北
部山区，学校部分教师家在其他城镇，
平时就在学校附近租房住，“周末经常
家校两头跑。等周转宿舍建好后，就不
用辛苦地来回奔波了”。

“我区13个镇正在建设20幢乡村教
师周转房。帮更多乡村教师解决住宿问
题。”电白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梁镇源说，电白区打出
实施周转房工程、改善生活条件等“组
合拳”，努力圆乡村教师的“安居梦”。

电白区还投入“真金白银”，下大力
气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水平，“加码”他们
的获得感、归属感。2021年，该区农村教
师月人均工资比城镇教师高1000多元。

为激励乡村教师安心从教，从2013
年始，电白区还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政策，并逐年提高补贴标准，目前已达
人均每月1000元。电白区教育局人事股
股长王振江介绍，电白区把山区和农村
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资金发放标准细
化为4个档次，重点向村小和教学点倾
斜，其中边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每月能
拿到1600元津贴。

增强荣誉
教师工作舒心

李耿已在观珠中学教书17年。今
年，他凭教学年限、工作业绩等，晋升
为副高级教师，“相比城区学校老师，
我们乡村学校老师申报副高职称时，论
文和课题不再是评审的硬性条件，这激
励我们更热心于农村学校的教学工作”。

“如将论文、课题作为乡村教师晋
升职称的硬性要求，不但不利于我们

‘破五唯’，也不利于激励乡村教师长期
在乡村学校从教。”梁镇源表示，电白
区对长期在边远地区、基层学校从教的
乡村教师，淡化或不作论文、课题等职

称评定要求，适当放宽学历和任职年限
要求。对长期扎根农村的中小学教师，
该区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高
级职称评审制度。近5年，该区超过
1000名教师申请到农村支教，不少教师
申请调到农村学校。

考虑到很多乡村教师有学历提升需
求，电白区从2016年起实施学历提升
奖补政策。对教师提升学历的学费，区
财政、教师所在学校通过奖补的形式，
各承担40%，教师本人只需承担20%。

针对部分农村小规模学校、分教点
仍存在编制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电白区
明确，教师编制配备向区内224所边远
乡村小规模学校倾斜，优先保障乡村学
校编制增长需求。部分乡村小学因地处
偏远地区，班级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
额，又难以并班上课。电白区按1∶2的
班师比，为这类学校核定教师编制。

收获成长
教师树立信心

专业发展方向不明、动力不足，曾
困扰着电白区旦场中学等乡村学校部分
教师。2021年9月，电白一中附属初级
中学教师薛尧林来到该校，挂职副校
长。他将电白一中附中教师专业发展的
好做法、好经验，带到旦场中学。旦场
中学以举办校级教学比武大赛为抓手，
开展同课异构等活动，促进教师在竞技
中提高教学能力。今年10月，薛尧林被
派到黄岭中学担任副校长，为这所偏远

山区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带来了新理念。
“我区以建设小学、初中、高中三

个省级校本教研基地为抓手，探索研训
教一体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路径，
下大力气为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创造条
件、搭建平台。”梁镇源说，电白区通
过实施双向交流、“请进来、走出去”
培训等，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引导乡村教师教学更有信心。

为激发乡村学校的办学活力，电白
区陆续把一批省市区名师培养对象、校
长交流到乡村学校，让他们在新岗位上
挑大梁。2021年以来，该区共选拔48
名教师交流锻炼。为做好中小学校尤其
是农村学校校长人才储备，电白区还实
施新时代教育管理人才培养计划，今年
首批选拔、培养210名教育管理人才。

“这次能走出山区，到大城市培训
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今年9月，电白
区霞洞镇中心小学教师吴志权走出大
山，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狮山镇松岗中
心小学，跟岗学习一个学期，学到很多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为给乡村教师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电
白区注重通过研修、跟岗学习等形式，组
织更多乡村教师“走出去”培训。电白区
还加大力度开展网上培训，乡村教师足不
出校，就可与名师面对面交流。电白区还
整合“三名”工作室资源，评选组建首批
23个区级名教师工作室。电白区要求名
教师工作室对口帮扶全区各镇，23个名
教师工作室以专题讲座、同课异构、开展
云课堂等形式，送课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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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湖南省常德市常英学
校119班学习委员刘哲辰，领到了
新身份：作业登记员。而该区第一
小学数学老师刘小芬，也在最新一
次集体备课中，领到了新任务：统
筹规划作业、按周制定作业、校内
公示作业。

作为一种检验学习效果的传
统方法，作业是很多教师“常常
打交道”，却又“常常不钻研”的
一门“技术活”。“双减”政策出
台后，常德市武陵区的许多家长
对这门“技术活”有了新疑虑：
作业量的减少，会影响孩子学业
成绩吗？

“双减”不是放养，减负还需
提质。高质量的作业设计，是确
保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为此，
该区专门从作业管理入手，出台
《武陵区推进中小学生“五项管
理”工作方案》，一道道用心为学
生搭配的课后作业“多元营养
餐”，陆续在该区各中小学校推广
开来。

常英学校推行作业监测制
度，监测员由学生担任，让学生
们对作业量、作业难易度有了发
言权；工农小学推行“尚美”系
列实践作业，包括课本剧、制作
思维导图、趣味手抄报，甚至练
习排球；在北正街恒大华府小
学，学生们可借助“乐教乐学”
平台进行“特色作业展”，各年级
各班自行设计的古诗配画、成语
日记、美文集，还有学生手工作
品、书法作品等，都可以在这个
平台亮相、交流。

一道道“多元营养餐”的推
出，背后是学校教研团队针对作业
进行的全方位提质创新。

“我们学校教研组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统筹编排作业，整合内
容，严控时间，分层设计，难度可
选。”东升小学校长高丽鹏介绍道，教研组牵头，学校自主编写了
《汉字书写本》12册，将“生字写字+书法练字”融为一体，既落
实教学任务，又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自主编写设计《数
学导学案》，进行了基础型和提高型分层设计，学生可以自主选择
难度。

武陵区通过发挥学校教研团队优势，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得
到训练、发展，通过自助点餐式的作业安排，确保每个层次的学生
都能“吃饱”“吃好”，全面提升综合能力。

据该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冰介绍，武陵区历来重教，
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武陵区各项监测指标均
高出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在“双减”新形势下，武陵区正着手研
发设计，筹划建立全区学生课后作业资源平台，供教师和学生选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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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夏雯雯 曾云毕）日
前，浙江省温州市正式启动

“数学家之乡”人才培养计划。
该计划是在2002年温州市“数
学家摇篮工程”的基础上，进
一步挖掘和推广温州区域数学
文化历史，规划与整合数学教
育资源，建设以学校为主体、
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数学教
育新生态。

此次计划的具体内容包
括：设立温州市“数学家之
乡”人才培养研究中心，强化
温州数学特色教育研究。与北
大、清华、复旦、浙大等国内
知名高校的数学院（系）达成

“数学家之乡”人才培养战略合
作意向，开发温州数学特长生
培养地方教材，积极探索数学
特长生小初高一体化培养机
制，为具有良好数学学习能力
的学生提供选修课程。启动

“数学家摇篮工程”领军学校创
建活动，首批36所“数学家摇
篮工程”领军学校包括高中段

7所、初中段13所、小学段16
所，通过课程资源建设、课堂
教学变革、校本作业设计、学
业评价改革等方面形成可供借
鉴的经验，在数学学科育人方
式变革方面发挥引领与示范作
用等。

据悉，温州还将开辟数学
研学旅行路线，以鹿城“温州
数学名人馆”、瑞安“学计
馆”、龙港“姜立夫故居”、平
阳“苏步青励志教育馆”和

“数学奥妙馆”、温州大学“苏
步青谷超豪纪念馆”等为数学
研学点，规划温州独有的数学
文化主题研学路线，并将姜立
夫、苏步青等温州籍数学家的
故事编入“话说温州”地方课
程，给全市中小学生树立精神
榜样。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代中
国乃至世界的数学家群体中，
温州籍知名数学家就多达200
余人。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有姜立夫、苏步青、谷超豪、
姜伯驹等。

浙江温州

启动“数学家之乡”人才培养计划

■基层速递

近日，安徽省肥东县店埠学区幼教集团城南新村幼儿园在公园
开展户外课程。近年来，肥东县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倡导特色办园，推
动园本课程建设，让“生活、自然、互长”理念融入到实际教学中。

吴孝文 摄

■■看基层看基层
近日，在山东省菏泽市牡

丹区实验小学的小广场上，武
术教师魏玉磊每天都会带着武
术社团的学生，在这里精神饱
满地练习棍术。

山东菏泽自古崇文尚武，
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习
武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不完
全统计，全市习武人数约50万
人，市级武术组织25个，县级
武术组织、武校、培训班等机
构200余个。

立足这一优势，菏泽坚持
用系统思维推动教体融合发
展，近年来深入探索“武术+”
引领教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在做好传统武术传承的同时，
创新机制推动练习武术的孩
子，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有针对性地参与其他体育运动。

“武术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
劳、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

神，与竞技体育项目的有机结
合，带动了菏泽整个体育产业
的发展和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
升。”菏泽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史长华介绍，菏泽近年来
创新竞技体育跨项选材模式，
按照“武术+”模式，推动发展
了“武术+足球”“武术+攀
岩”“武术+藤球”“武术+冰
球”等项目转化工作，激发了
教体融合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2019年8月，国家体育总
局专门对菏泽“足球进武校”
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宋江武
校和曹州武校成为“全国足球
进武校”改革试点单位。其
中，曹州武校聘请亚足联职业
级教练金善英任青训组技术总
监，负责足球业务教学指导，
搭建了U10—U18梯队建设。

目前，菏泽已经形成了
“以市体校为龙头，宋江武校和

曹州武校为两翼，各级各类学
校业余训练队伍为补充”的菏
泽特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模式，全市业余训练规模常年
保持在4000人以上，市级每年
向上级运动队和高等院校输送
大量人才。

此外，菏泽市体育局还与
北京体育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密切联系，通过引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打造了一支理念先
进的体育管理队伍和教练员队
伍，并把“武术+”作为一门科
学进行全方位研究，推动形成
一套科学、完善的发展体系，
为武术进校园奠定坚实基础。

从“功夫足球”闪耀绿茵
场，到单县一中排球队勇夺全
国冠军，近年来，菏泽以“武
术+”为特色的教体多元融合培
养模式，已开始“开花结果”。

今年8月，在河北省秦皇岛

市举行的全国传统项目高中组排
球比赛中，菏泽市单县一中男排
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勇夺冠军，成
为该项赛事山东省历史上第一个
全国冠军。“截至目前，我们共
获得了14个冠军，其中一个全
国冠军，13个省冠军。”单县一
中副校长、排球队主教练樊董伟
说，学校始终坚持“以体育人”
方针，狠抓教育教学质量和排球
特色学校建设。目前，单县一中
被评为省内唯一全国排球高水平
后备人才基地。

在今年的山东省第25届省
运会上，菏泽代表团斩获37金
24银35铜，获得奖牌数目远超
上届。在山东省第25届省运会
的武术散打和武术套路比赛
中，菏泽代表队取得了11金7
银19铜的好成绩。其中，武术
散打项目位居全省金牌总数第
一、奖牌总数第一、总分第一。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与当地光速田径俱乐部实现师
资联合，引入体育教练员郝振
伟担任校田径队总教练，接连
培养出李志威、霍闽等一批优
秀运动员。今年初，学生李志
威参加北京大学高水平运动员
测试，以百米成绩10秒64被北
京大学录取。15岁的霍闽连续
斩获第25届山东省运会女子乙
组200米决赛冠军和女子乙组
400米决赛季军。

捷报频传的背后，是近年
来菏泽教体融合发展、教育改
革创新的不懈努力和丰硕成
果。“我们坚持进一步落实‘双
减’要求，同时将深入推进

‘双增’，让中小学生有更多提
升体育、艺术素养的机会，补
足在体育、美育素养发展中的
不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菏
泽市教育局总督学蒋银忠说。

山东菏泽用系统思维推动校园体育工作——

“武术+”助推教体融合“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曾繁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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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好乡村教育，关键在教师。电白
区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加强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

提高待遇福利。电白区多措并举提
高教师的工资福利，实行差异化生活补
助，建设教师周转房，改善生活环境，
从待遇上善待乡村教师，让乡村教师有
更多的归属感、获得感与成就感。

落实荣誉制度。对在乡村学校长期从
教的教师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荣誉证书，在
评优评先、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等方面向
乡村教师倾斜，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引导

全社会理解、支持和尊重乡村教师，让乡
村教师有尊严地教学和生活。

推动职业成长。电白区与高校合作
定向培养乡村教师，吸引优秀大学毕业
生回乡从教。开展城区教师支教走教，
推动城区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拓
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采取顶岗置换、
送教下乡、校本研修等形式，提升乡村
教师素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积极利用远程教学、数字化
课程等手段，破解乡村优质教学资源不
足的难题。

温暖乡村教师的心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镇源

——————【局长说】——————

▼电白区电海中学举行 2022 年
教职工运动会乒乓球比赛。

电白区教育局 供图

◀电白区高地街道中心幼儿园组
织教师开展插花DIY活动。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