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
在行动

《中国教师报》编辑部：
《教师法 》规定 ：“教师的医疗同

当地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 ”国办
发 （2000）37 号文件规定：“原享受公
费医疗待遇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和
退休人员可参照公务员医疗补助办
法实行医疗补助。 ”但是让我很不理
解的是，我的医疗待遇目前只相当于
我区公务员的 1/2， 我的合法权益并
没有得到保障。

我是 2000 年春从黄陂区某中学
退休，今年 76 岁。我从 1958 年参加工
作到 1998 年，这 40 年，我一直与当地
公务员（原称国家干部）一样，享受的
是全免费的公费医疗待遇。 1998 年，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
44 号文件)。 2001 年武汉市人民政府
第 126 号令公布了 《武汉市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从此，我就与我
区公务员一样不再享受公费医疗待
遇，而是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其标准是工资总额的 10%。 这
一待遇比公费医疗待遇降低了许多。

随后，国务院颁发了（2000）37 号
文 件 ，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也 下 发 了
（2001）267 号文件， 这两个文件都决
定 ，为 “保证原有医疗待遇水平不降
低”，“在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基础上，对国家公务员实行医疗
补助”。 补助的人员范围，文件规定除
国家公务员外 ，“原享受公费医疗待
遇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
可参照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实行医
疗补助”。

但是， 黄陂区在执行上述医疗补
助政策时， 将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
教师排除在外， 让公务员在享受工资
总额 10%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础上， 又享受工资总额 9%的医疗补
助。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的医疗待遇只
相当于我区公务员的 1/2，原有医疗待
遇水平大幅下降。

我所阐述的现象不是个案， 黄陂
区 1.2 万余名教师的医疗待遇都是这
样。 我恳请贵报“来信照登”，关注乡村
教师的医疗保险待遇， 维护教师的合
法权益。

不胜感激！

武汉市黄陂区退休职工张老师
2015 年 5 月 4 日

编者回应：福利待遇，事关社会公
平，不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退一
步说，如果“先富起来”的不是公务员，
而是普通教师， 那公务员的感受又当
如何？

天津蓟县：培训农村校级骨
干教师

日前 ，天津蓟县 “农村校级骨干
教师培训计划”研修班开课。 该研修
班是蓟县教育局全面提升农村骨干
教师研修 、观摩 、实践能力的一项重
要举措。

据了解， 本次研修班将进行数学、
政治、历史、体育等 4 个学科的培训，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和实践性，对
促进全县农村骨干教师合作交流、提升
教科研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全县 15
个镇乡的 15 名校级骨干教师和 4 名领
衔指导教师参加了此次研修培训。

江西南城县 ：开展 “送课下
乡联片教研”活动

为充分发挥名优教师的示范引领
作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江西南
城县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小学校学科带
头人及骨干教师在建昌镇、株良镇、上
唐镇、徐家镇、龙湖镇等 5 个片区 10
所学校开展了“送课下乡联片教研”活
动。 活动历时 20 余天，共送课 47 节，
覆盖中小学校各学科， 参与观摩和研
讨的教师达 1800 余人。

此次活动以片区为中心，片区内
所有学校参与， 打破了校际壁垒，为
农村学校教师提供了学习交流平台，
极大提高了教研工作的实效性，对提
升农村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起到了促
进作用。

（解成君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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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 丽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微课，第
一次知道还可以这样上课。 以前感觉空
洞、抽象的概念，在微课视频里变得那样
精彩有趣、触手可及。 ”重庆市荣昌县古
昌镇中心幼儿园教师朱晓燕发自内心地
感慨道。 作为“国培计划（2014）”———重
庆市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混合培训班的学员，朱晓燕直言，这次培
训， 把她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信息技
术新世界。

这不仅是朱晓燕一个人的感受，“慕
课”、“翻转课堂”、“微视频” ……这些新
名词，让许多参培教师“一愣一愣”的。

“曾经以为自己在信息技术应用方
面还算是比较先进的一线教师， 结果在
本次培训中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终于明
白什么是‘不学习就要落后’了。 ”类似的
话语在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以下简称“继教网”）中的“研修日志”里
比比皆是。

2013 年， 教育部启动实施全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以
下简称“提升工程 ”），要求到 2017 年底
完成全国 1000 多万中小学 （含幼儿园）
教师新一轮提升培训， 进一步提升教师
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学科教学能力和
专业自主发展能力。 两年多的时间里，作
为全国最大的 K12 基础教育教师在线培
训平台， 继教网充分发挥平台和技术优
势，用技术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培训覆
盖吉林、山西、四川、重庆等省份。

贴近需求，研修解决真问题

提起培训， 不管是培训者还是受训
者，都担心效果不到位。

直面真问题 ，贴近真需求 ，线上线
下活动相结合，使研修成为教师不可或
缺的常态化职业生活 。 基于这样的目
的，继教网“国培计划（2014）”云南远程
培训项目校本研修活动让许多教师“耳
目一新”。

今年 1 月 9 日， 这样的活动走进了
云南省陆良县中枢小学， 教师和专家们
围绕语文教学、 小学班主任工作主题展
开研修。

上午 ， 中枢小学的教师上了一节

语文识字课 《雪地里的小画家 》，然后
是昆明市盘龙区省级示范学校东庄小
学学科带头人王雁的语文阅读课 《小
河与青草 》。

下午，昆明市盘龙区学科带头人、盘
龙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方茹做了
《结合教师心理健康谈班级管理》的专题
讲座。

“以前，大家都以为信息技术培训就
是网上教学， 但我们改变了过去的教研
指导方式，将教研重心下移到课堂上、师
生中，了解学校在课改中存在的问题，解
决教师们在校本研修中的困惑， 极大地
提高了远程培训与校本研修工作的实效
性。 ”云南培训项目的负责人刘说，在
他看来， 远程培训专题中的理论只有在
实际运用中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 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

了解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这也是本
次提升工程强调 “摸清教师需求” 的目
的。 为此教育部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组织本地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全员测评， 开发适合本地实际的测
评工具，建立网络测评系统，为教师提供
便捷有效的测评服务。 于是，继教网特别
设计了“个人测评与反思”环节，让更多
的教师知道自己“缺”在哪里，该“补”什
么，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培训提供更为明
确的方向。

“看到测评结果，我就像一个犯错的
小孩，紧张、不知所措、茫然、着急。 我居
然没有一项达优， 合格率不到百分之五
十，剩下的均为不合格。 作为年轻教师，
我的信息技术水平居然这么低， 我的确
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了。 ”重庆市荣昌县
仁义保安初级中学教师廖国燕说：“最初
测评，我备感压力；正式培训，我既有压
力，也拥有了动力。 ”

抱团发展，“工作坊”生成凝聚力

如何推行符合信息技术特点的培训
新模式？ 5 天的培训、一个月的培训结束
了，又该怎么办？

必须创新教师远程研修模式， 构建
教师专业成长社区， 而工作坊成为学员
们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教师们以工作坊为平台进行交流，
打磨个人的“应用方案”，同伴提出修改
意见或建议， 个人再汲取同伴的建议修
改完善方案形成信息技术（教育技术）应
用方案。 这种形式不仅为每个教师提供
了学习交流、开展研讨的活动平台，更重
要的是在与同伴的互动中， 教师们的学
习激情得到了点燃。

作为一个小团队的负责人， 坊主的
职责很多，每天要统计学员的学习成绩，
及时借助公告、简报、QQ 群表扬优秀学
员， 及时激发教师学习的积极性……他
们辛苦着，快乐着，也收获着。

吉林省通榆县教师宋扬就是小学德
育工作坊的坊主，他坦言，在每一次的网
上互动交流研讨中， 大家都会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际谈体会。 每一个话题都会引
发小组成员的热议， 每天都有不小的收
获。 “在交流中大家各抒己见，使我有了
更宽阔的视野，掌握了更高的教学技能。
研讨交流充实了我，让我获得了进步。 ”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初中数学 1 坊
坊主刘占华甚至说：“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是及时雨， 解答了我们在教学中运用信
息技术存在的种种问题， 大家共同的心
声就是，这个平台千万别关！太受益了！ ”

如何更好地发挥工作坊这种培训形
式的作用，继教网还有更多的考虑。 继教
网总裁刘玉明介绍说， 今年是 “国培计
划” 全面落实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
培训模式的第一年，许多学校、教师对新
的培训模式理解不准确， 为此继教网在
加强过程指导的前提下， 在各地工作坊
坊主、教研组组长的支持和配合下，在项
目中建设了多个示范性工作坊和教研
组，与坊主、教研组组长共同发起有针对
性的研修活动。 “坊主们在项目里进行示
范引领， 对顺利完成培训任务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

正是因为尊重了个体， 给予工作坊
更多的研修内容选择权、 研修活动设计
权、研修成果评价权，抽样调查显示，学
员对提升工程的整体满意度为 98.51%，
他们对国培项目的评价最常提到的一句
话是：今年国培给我们的选择度大了，不
仅能选课， 还能自己确定研修活动的主
题，更贴近我们的日常工作。

创新平台，常态式研修有保障

“您好 ，欢迎参加 ‘寻找 PPT 高手 ’
活动，期待您秀出自己的 PPT。 ”这是各
个工作坊坊主们发起的众多有新意的研
修活动之一。

在个人工作室中撰写研修日志，在
课程学习中记录学习体会， 在学习过程
中提交研修作业， 在研修中提交个人成
果 ，还有各种 “V 大赛 ”、“IT 赛课 ”等活
动， 教师们有了更多的平台展示自己的
作品和成果。

“‘V 案例大赛’、‘IT 赛课’……每一
项活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 而我也在参
与中锻炼了自我，提升了自我。 尤其是参
加‘V 案例大赛’活动，让我从一个‘微课
课例制作盲’变成了一个‘微课课例制作
爱好者’。 现在我的头脑之中已经有了更
多的微课课例制作构想， 我更期待能早
日变成现实，并与大家共享。 ”吉林省通
榆县语文教师栾海燕兴奋地说。

学习—共享—应用，不仅是一名普通
教师的期待，也是提升工程的要求：采用
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的模式，在
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同时，帮助
学校建立常态化的校本研修机制。

毫无疑问，在校本研修的基础上，组
织校际间甚至是区县间的研修交流活
动，对于提升教师发展，促进学校发展，
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打造开放性
教师社区是提升常态化研修质量的重要
保证。

就像吉林省通榆县初中语文教师彭
政所说的， 即使完成了国培的大部分学
习，即使工作之余，只要有上网的可能，
她总要走进“国培园地”去浏览、欣赏、耕
耘，细细地品味精彩的“国培”生活。

项目是短期的， 但社区是常态化存
在的。 一个功能完善稳定、资源丰富，人
气旺盛的社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建
设。 刘玉明总裁告诉记者，继教网目前的
常态化社区平台，可以支持区域教研、校
本研修等环节， 主要服务于项目中的学
员。 未来，他们将在培训中构筑与培训项
目无关的学习社区， 真正实现学员的常
态化学习。

让更多教师“玩转”信息技术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纪实

帮办热线010-82296754
jsgzzk@163.com

你来问，我来帮！

5 月 7 日，“教育部卓越校长领航工
程———湖北省名校长结对帮扶” 活动在
大冶市第四中学启动， 黄石市第八中学
和大冶市第四中学当场签约， 正式建立
结对帮扶关系。

据悉，自 4 月下旬教育部“首期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后，湖北省成为率
先实施结对帮扶计划的省份。

黄石市第八中学是湖北省农村初
中骨干校长培训基地， 办学业绩显著，
该校校长郭茂荣是省内的名校长。 本次
活动中，作为被帮扶对象的是大冶市第
四中学和校长郑自卫。 大冶市第四中学
是一所农村中学，坐落在大冶市刘仁八
镇，属于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根据教育部卓越校长领航工程要求，为
促进教育实践创新，引领区域教育均衡
发展 ，提升教育思想引领能力 ，在黄石
港区 、大冶市教育局的支持下 ，由郭茂
荣校长提议， 两校结成对口帮扶学校，
为期三年。 双方约定，结对帮扶的目标
是提高大冶市第四中学的办学水平、教
师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建立起良
好的校际合作机制。

结对帮扶关系建立后， 黄石八中学
校领导将定期到大冶四中了解校情，及
时提供相关信息， 积极开展关于共建工

作的学习交流活动，帮助策划、总结、指
导教育教学工作； 双方经常性地深入对
方的课堂和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 了解
对方的教育教学进展， 交换对彼此工作
的建议和意见，并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
协调； 双方将把结对帮扶的事项纳入学
校总体计划中，积极推进、督促结对教师

的课堂教学、课题研究等工作，并在活动
经费方面给予支持； 根据各自特点组织
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以活动促进结对
帮扶工作的开展。

同时， 双方还商定了相关的结对帮
扶工作制度。一是会商制度。成立结对帮
扶活动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共同协

商解决结对帮扶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二是定期交流制度。双方定期开展工
作交流、学习观摩，共同举办研讨会。 三
是资源共享制度。 双方分别结合本校实
际，协商结对帮扶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每
次活动的资料双方共享。

当天， 黄石八中由郭茂荣校长作了
主题为“学校管理策略探讨”的报告，他
的团队还带来了初中语文、 数学的复习
研讨课， 中考心理辅导报告和初三中考
复习研讨会， 并为大冶四中送来了 100
套课桌椅。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欧阳建平出
席启动仪式 。他认为 ，郭茂荣校长和他
的团队 在 大 冶 四 中 开 展 结 对 帮 扶 活
动 ，履行了名校长的责任和使命 ，体现
了一种可贵的担当精神 。 他希望全省
各地初中骨干校长认真学习黄石市第
八中学的办学经验 ， 把握郭茂荣校长
教育理念的核心 ， 结合实际找到自己
学校的发展路径和策略 ， 在名校长的
领航下 ，产生更多有思想 、有行动的荆
楚名校长 。

据悉， 湖北省将把结对帮扶活动作
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扎实有效地积
极推进，让名师、名校长在教育改革发展
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和平

教育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后，湖北省率先行动，实施“名校长结对帮扶计划”。

这是名校长的责任和使命

专项
追踪

如何才能使教师培训贴近教师真正的需求，真正实现学员的常态化学习？ 本期与
您分享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创新做法，领略培训新模式———

黄石八中和大冶四中缔结帮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