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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进校园 示范引领促均衡

聚焦北京市朝阳区名师系列宣传①

【结语】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不但弥补了朝阳区优质教育资源的不

足， 而且名师的榜样、 垂范、 引领、 辐射作用对青年教师思想上潜移默化的

影响不可估量。 名师高超的教学水平、 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 让年轻

教师们敬仰， 名师们的一言一行触动着被指导教师的灵魂， 让年轻一代教师

更加热爱自己的职业、 坚持职业操守、 秉承职业信仰。

按语： 为了充分发挥特级

教师群体的教育资源优势， 提

升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

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促

进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 北

京市朝阳区自

2010

年

6

月开始，

在全市率先启动了 “特级教师

进校园” 活动。 一年多来， 这

项工作得到了全区基层学校的

欢迎和特级教师的支持， 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 为此， 我们特

开设 “聚焦北京朝阳中小学名

师系列报道” 栏目， 对这项工

作和部分名师进行宣传。

特级教师孔祥旭走进十八里店学区指导工作

今年

3

月

27

日下午， 作为北京市朝阳区

开展的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的参与者，

北京八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喻祖权来到北

京市三里屯一中， 对该校高中语文组教师

进行指导。

喻祖权就高考中阅读延伸题和诗歌鉴

赏题等的答题技巧进行了很有针对性的指

导， 同时就作文教学进行指导。 最后， 喻

祖权还毫无保留地将多年来积累的教学素

材拷贝给了所有老师。

自

2010

年

6

月， 北京市朝阳区启动百名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以来， 这项旨在发

挥特级教师群体优势，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

育教学能力，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

大举措，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制度保障

名师进校园工作不走过场

作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 朝阳区在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启

动前， 进行了大量的制度设计。 朝阳区教

委领导认为， 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是 “特级教师进校园” 工作不走过场、 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为此， 朝阳区在工作之初就起草制定

了 《关于朝阳区教育系统开展特级教师进

校园活动的方案》， 对名师的范围、 条件、

工作原则、 工作任务、 工作程序及相关保

障作了详细说明。

同时， 朝阳区制定了 《朝阳教育系统

特级教师进校园指导工作管理办法》， 对此

项工作的组织管理作了明确规定， 对于特

级教师、 基层单位、 人才中心分别要注意

的问题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还拟定了特级教师进学校工作

协议书， 明确了校方及特级教师各自的工

作职责 ， 使双方责权利进一步明确和细

化。” 朝阳区教委有关负责人说。

为了进一步规范 “特级教师进校园 ”

工作， 朝阳区专门编印了 《朝阳区教育系

统特级教师进校指导工作手册》。 手册对特

级教师的基本信息进行了采集， 并规定学

校要有开展此项工作的计划、 总结， 而且

对于特级教师每月下校指导的情况、 指导

的效果也要求进行详细记录， 学校及被指

导教师对特级教师的满意度情况、 人才中

心下校调研情况在手册中也作了规定。

“可以说， 手册是特级教师薪酬发放

和考核的依据， 也是对特级教师进校工作

过程的记录， 也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此项工

作提供了依据。” 这位负责人说。

工作细致

名师进校园工作运转有序

在推进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过程

中， 朝阳区教育系统各部门和基层学校结

合各自职责， 细致入微、 有条不紊推进工

作。 目前， 这项工作运转有序， 并形成了

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0

年

6

月， 朝阳区教育人才分中心在

全市范围内对各区县在职、 退休特级教师

情况进行调查、 摸底、 汇总， 并结合朝阳

区名师工程建设与特级教师的需求情况 ，

筛选出符合条件特级教师， 并与他们达成

初步意向。 在此基础上， 朝阳区按照 “优

先保证农村校， 适当扶持城市一般校和基

础薄弱校， 兼顾考虑无特级教师的市区级

示范校” 的原则， 进行了初步匹配。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朝阳区百名特级教

师进校园活动方案正式通过， 区教委同时

起草了相应的工作协议。 区教委要求， 充

分发挥特级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 并要求

突出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研究好受聘特

级教师的薪酬待遇问题， 鼓励其到相对偏

远地区任教； 二是学校要明确特级教师进

校后的职责和任务； 三是要切实体现出特

级教师帮扶带教的效果和作用。

截至目前， 朝阳区已有

95

名特级教师

走进了

9

个学区、

3

所直属小学、

45

所中学、

2

所职高、

4

个幼儿园、

1

个直属单位， 为学

校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区教育人才中心通过召开校长座谈会、

项目负责人会， 组织员工到退休特级教师

家中拜访、 下校调研、 检查手册的填写等，

及时掌握并指导基层学校推进此项工作。

形式多样

基层学校开展工作积极主动

对朝阳区教委开展 “特级教师校园 ”

活动， 基层学校积极主动抓落实。 很多学

校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主动创新活动形式，

将这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按照区教委的要求， 基层各学校或召

开名师进校园启动会， 或举办欢迎仪式、

拜师仪式， 或向名师颁发聘书等。 特别是

十八里店学区还借此机会成立了本学区的

特级教师工作室； 呼家楼学区也凭借特级

教师资源成立了本学区的数学中心组。

二外附中等一些学校， 与特级教师签

订工作协议时， 在教委协议书模版的基础

上，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及特级教师的具体

工作内容， 进一步将协议书模板进行了梳

理， 签订了符合学校实际工作内容的工作

协议。 化工大学附中、 垡头中学、 十八里

店学区等学校还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 书

记或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副组长的组织机

构。

在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的形式和

内容上， 各基层学校也是形式多样、 各具

特色， 除了采取特级教师进班听课、 课后

评课、 指导备课、 指导教研活动、 给老师、

家长、 学生开办讲座、 带徒弟外， 特级教

师还参与学校各类规划、 计划的制定、 教

科研课题的开发、 文化建设、 督导检查的

准备、 家长委员会的建设、 出题指导以及

试卷的编纂， 并承担了各种学科竞赛的评

委以及初、 高三学生考前答疑等。

成果突出

基层学校获益良多成绩喜人

自朝阳区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开

展以来， 这此怀揣一技之长的名师们尽心

尽力指导基层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表

现出了较强的敬业精神。

吴伟民、 王天开、 王乐君、 李通、 闫

长珍、 付华、 董华林、 蔚国娟、 王建民等

名师亲自进班给学生上课， 为老师们作示

范。 付华、 董华林老师还注意创新教研活

动的形式， 打破传统的校内独立研讨， 采

取了校际间合作， 有效实现了资源共享，

他们联手举办了付华老师讲课、 董华林老

师评课， 东方培新、

97

中两校老师听课的

活动， 让老师们分享了特级教师的宝贵经

验。

一些特级教师利用 “走出去、 请进来”

的培养模式， 加大对徒弟们的培养。 李通

老师带着徒弟走进了广渠门中学、 侯令老

师带着徒弟走进了人大附小、 白无瑕老师

带着徒弟走进了三帆中学的课堂， 民族学

校在李俊和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四中的开

放日活动， 张桂芳老师带领徒弟走进十一

学校听了海淀教研员的公开课， 芦德琴老

师带领垡头幼儿园的老师们走进了劲松华

纺易城园区。 李桂英老师帮助求实中学组

建了学生合唱团， 并指导徒弟带领合唱团

参加香港国际合唱节的比赛。

为了更好地实施对教师的培养计划 ，

特级教师们抓住一切可以训练、 提高、 深

造的机会， 让老师们在实战中成长。 在张

亦平老师的指导下， 三里屯幼儿园的两位

老师代表朝阳区参加北京市教师半日评优

活动， 受到市里专家肯定， 为朝阳区赢得

了荣誉；

119

中数学老师在王文杰老师的指

导下， 论文和公开课分别获得区级奖励；

青政院附中政治组教师在蔚国娟老师的指

导下， 仅一学期就做了市级公开课

1

节、 区

级公开课

1

节、 校级公开课

3

节， 教师的教

学水平大大提升； 朝阳外国语学校的青年

教师陈亚轩在闫长珍老师的指导下， 在期

中区统考中获得平均分第一、 一本率

100%

的优秀成绩； 劲松四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在

吴江媛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区基本功大赛，

获得二等奖； 在董华林老师的指导下， 东

方培新学校参加区青年教师基本功说课大

赛获得了一等奖； 李通老师和区教研员团

结协作先后四次指导二外附中老师准备区

级公开课； 李燕燕老师推荐呼家楼学区参

加北京市展示活动并帮助

8

位教师将教学设

计发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 “教案” 中。

事迹感人

名师们无私奉献师德高尚

在 “特级教师进校园” 活动开展过程

中， 名师们在尽力指导基层学校开展教育

教学工作时， 还表现出了较高的师德。 他

们辛勤的工作、 无私的精神、 忘我的态度，

感动了很多基层学校的教师。

很多名师在工作时都是早来晚走。 袁

京生、 吴伟民、 兰亭、 季燕、 王建民、 崔

秀琴、 桂富荣等老师经常很早就到学校，

一来就直接进课堂、 进教研组， 有的甚至

一天安排听

5

节课； 王天开老师为了给高三

学生答疑， 甚至到晚上六七点才离开校园。

刘莹老师家住海淀， 自己的腿脚又不方便，

但她每次进校都提前到位， 而且经常把老

师们的教学设计拿回家批改， 每次都会写

上密密麻麻的评语； 白幼蒂老师下校指导

回到家， 马上会将白天提到的实用又好用

的材料发给老师们， 而且休息时间还要通

过电话对老师们指导。

李俊和、 任炜东老师除了进校指导老

师外， 还利用网络和老师们沟通， 李俊和

老师目前正着手带领民族学校老师建立自

己的英语题库； 唐凤英老师家住门头沟，

进校一次路上就要

4

个小时， 但她依然坚持

做好这份工作； 刘月娥老师不但听课、 评

课， 还带领老师制作教具、 学具。 张桂芳

老师一直有很好的阅读习惯， 她将重要书

目拉出清单与老师们分享， 并督促老师学

习。

高考前， 王天开老师找来了东城、 西城、

海淀的模拟题并将详细解法、 解题关键进行

了梳理， 为了让高三学生第一时间拿到材料

加强复习， 他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顶着炎

炎烈日将材料送到了老师手中； 姜淑琴、 杨

红老师不但指导自己任教的学科， 还承担了

其他学科的指导任务； 李桂英老师由于入校

指导导致骨折， 但就是在病床上李老师也没

有放弃指导工作， 把指导的阵地搬到了医院

和家里……

特级教师的业务指导和敬业精神， 让基

层学校的老师们赞不绝口。 一位年轻教师深

有感触地说： “在名师的指点下， 我们的业务

娴熟了、 水平提高了， 对教材的把握和理解

也更进一步。 在与老师们的交流中， 我们感

到老师们除了在业务上吸收了营养， 体会更

深的还是名师的师德和人品。”

一年多来， 名师们的付出是巨大的， 成

效是显著的。 在参与 “特级教师进校园” 工

作的名师当中， 岁数最大的已经

73

岁了。 截

至目前，

95

位名师共计下校

2454

天、 听评课

4908

节、 指导集体备课上百次、 开办各类型

教师、 学生、 家长讲座

200

余场、 亲自进课堂

上示范课

30

余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