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10 条“红线”规范教师
职业道德

本报讯 为规范中小学教师职
业行为，江西省教育厅日前印发 《江
西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处理实施办法（试行）》，划出 10 条师
德“红线”。

办法规定 ， 教师有下列行为之
一 ， 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处
分： 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言行；遇
突发事件时不履行保护学生人身安
全职责 ； 在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管
理、 评价中不公平公正对待学生，产
生明显负面影响；在招生、考试、考核
评价、职务评审 、教研科研中弄虚作
假、营私舞弊；体罚学生和以侮辱、歧
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身
心伤害；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
发生不正当关系；索要或者违反规定
收受家长、学生财物 ；组织或者参与
针对学生的经营性活动，或者强制学
生订购教辅资料、 报刊等谋取利益；
组织 、 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
课，或组织 、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对学
生有偿补课。

山东东营：
为名师工作室管理定规矩

本报讯 为规范名师工作室管
理，日前，山东省东营市出台《东营市
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名
师工作室实行主持人负责制。 名师工
作室可根据实际聘请有关高校、 知名
学校或教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担任导
师，指导学术研究。 名师工作室要结合
课程与教学改革发展中要解决的重
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确立 1 项为期
3 至 5 年的重点教改实验项目，聚力开
展专项攻关研究， 形成具有实践意义
和推广价值的经验与成果。

名师工作室要建立团队成员退
出和补充机制，实行动态管理。 对名
师工作室的绩效评价采用年度考核
与届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核
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不合
格将直接取消成员资格，报市教育局
备案。

同时，市教育局给予建设周期内
的名师工作室每年不低于 1 万元的
教师培训经费， 各县区教育部门、市
直有关中小学每年安排不低于 5000
元的配套经费。 名师工作室所取得的
经费，实行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辽宁瓦房店市：
推进农村教师宿舍建设

本报讯 为解决农村新招聘青年
教师的住宿问题 ，今年 ，在大连市的
统一安排部署下，瓦房店在全市启动
了农村教师宿舍建设工程 ， 为杨家
乡、泡崖乡、仙浴湾镇、土城乡等 4 个
乡镇的 8 所农村中小学青年教师建
宿舍，共 106 间，面积 3262 平方米。

作为市政府的重点民生项目，农
村教师宿舍以安全 、实用 、节能为原
则， 按每人每间 30 平方米建筑面积
标准统一建设， 内部配备单人床、书
桌、电视、卫生间（带淋浴器）、公用厨
房等相关设施，供农村新招聘无住房
的中小学在编教师和支教教师周转
使用。

目前，3 个乡镇正在进行主体施
工，一个乡镇完成主体 ，工程项目正
在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解成君 辑）

湖北丹江口：对农村教师信
息技术“精准”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守玉） 日前，
湖北省丹江口市教师进修学校加大
对农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高工程
培训力度，对乡镇中小学和教学点进
行“精准”培训。

此次针对乡镇中学和中心小学
的培训注重广泛性和技术性，主要为
电子白板和触摸电脑的学科教学应
用；视频拍摄和简单后期制作 ；图片
简单处理技术；如何在教学过程的不
同环节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网络在线
课堂与双师教学应用等。而针对村级
学校和教学点的培训则降低难度和
标准，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 ，主要为
如何使用投影、录音、录像、电视等电
教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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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新超

湖北孝昌：村小也能留住大学生
地方
动态

广西博白：“5+1”工程为教育“致富”修路

□黎家其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教师吃饭、住宿、洗澡等最基本的民生小事抓起，把加强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上升到政府民生工程的高度，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湖北省孝昌县是一个集山区、库区、
老区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 经济发展
基础薄弱，教育投入相对不足，偏远农村
学校办学条件比较差。然而，就是这样一
个不起眼的国家级贫困县， 把稳定教师
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上升到
政府民生工程的高度， 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三个一”工程直指“吃、住、洗”
民生问题

近年来， 随着湖北省推行 “国标、省
考、县聘、校用”教师聘用管理机制的日渐
完善，新机制教师、支教教师到农村任教
的数量日益增多，仅近三年，孝昌县共引
进 490 名新机制教师，而且大多被分配到
偏远的农村学校任教。

如何把这些意气风发的大学生留在
农村学校？

孝昌县决定从最细小但又最能影
响人生活质量的三件事抓起 ，即首先解
决农村青年教师在校的住房 、吃饭和洗
澡问题。 在他们看来 ，教师队伍的结构
可以通过完善补充机制 、培训机制来优
化，但教师队伍的稳定除了工作条件的
改善 、待遇的提高外 ，还需要提供良好
的生活环境 。 为此 ，孝昌县政府提出实
施偏远农村中小学教师“三个一 ”工程 ，
专门立项建设一批过渡周转房 、教师简
易食堂和洗浴室。

为确保这项工程发挥长期效应 ，孝

昌县委、县政府从教育局 、规划局 、建设
局抽调人员 ，组成 11 个调查专班 ，拉网
式排查全县农村教师食、住、洗方面的基
本情况 ，对 74 所偏远农村中小学 、教学
点进行实地调查，选定 27 所中小学和教
学点作为首批“三个一 ”工程建设学校 ，
确定建设项目 69 个。 县委、县政府还为
此研究出台了 《孝昌县解决偏远农村中
小学教师“三个一”工程实施方案》，做到
建设任务项目化、推进步骤表格化、项目
责任落实清单化。

“工程能快一天教师就能早享
受一天”

“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热天一天
不洗澡，是不是浑身都难受？因此，‘三个
一’工程刻不容缓，能快一天教师就能早
享受一天。 ”孝昌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
了以县长任组长， 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明确要求各乡
镇党政主要领导对 “三个一” 工程负主
责，从项目选址、招投标，到资金筹措、检
查验收，每个环节必须全程参与、全程负
责。乡镇和管委会成立专门的班子，层层
推进抓落实。

为了“擂”进度，全县 “四大班子 ”领
导每人负责一所项目学校施工建设 ，采
取县级领导包保 、专班入驻 、现场拉练 、
日报告周通报等形式督办。 领导小组组
织全县项目乡镇进行现场拉练，听情况、
看现场、查进度。 全县形成了推进“三个

一”工程建设的强大合力：县教育局全体
班子成员每人负责一个乡镇， 每天沉到
项目工地；县发改局提前项目审批；县财
政局提前拨付启动资金； 县规划局统一
工程规划设计； 县建设局免收行政事业
性收费；县农业局免费提供 36 台太阳能
热水器……

而对于工程最难筹措的建设资金，全
县采取“财政经费挤一点、项目资金争一
点、主管部门筹一点、所在乡镇投一点、社
会各界捐一点”等“五个一点”的办法，多
方筹措。县财政在保证全年预算总盘子不
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挤出资金
350 万元；县教育局积极向上争取农村教
师周转宿舍建设专项资金 710 万元；项目
所在乡镇千方百计筹资 160 万元；县慈善
总会从慈善捐款中调剂一部分资金……
全县整体建设思路是确保项目学校不出
现新的债务。

在项目实施上，实行“五统一”管理，
即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设施、统一监
理、统一验收；资金上实行预决算申报审
计制度，建设资金专户管理、专账核算、集
中支付、封闭运行；建设管理上严把工程
招投标关、项目质量关、工程审计关和竣
工验收关，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在农村学校找到家的温馨

建成建好是第一步，用好管好同样重
要。为了让农村青年教师感受到公平和关
爱，孝昌县制定出台了多项办法，建立了

教师周转宿舍准入制度、交流退出制度和
维修维护制度，确保偏远农村学校中青年
教师优先分配、优先居住、优先使用。

观音湖学校是一个地处山区的新建
学校，共有教师 31 名，其中青年教师 21
名。“三个一”工程的实施让这所新建学校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数名青年教师先后在
省市县各类教学比武、论文评比、评优表
模等活动中脱颖而出， 其中 10 名教师还
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伴侣。

安居才能乐业 ，这样的佳话在孝昌
县农村学校比比皆是。 丰山镇中心初中
和小学共有 20 多名青年教师， 其中 12
名青年教师在工作中喜结良缘。 周巷镇
曹徐小学以前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排
砖瓦房 ，地面都是泥巴路 ，随着 “三个
一 ”工程的实施 ，学校修建起一个能够
同时容纳 200 多人就餐的食堂 ，还专门
为教师建起一栋宿舍楼 ，楼下建起了洗
浴室。

目前，孝昌县共新建、改建教师周转
宿舍 218 套，教师食堂 10 间，教师公共浴
室 36 间，安装太阳能 50 多台；建成的教
师周转宿舍、公共浴室、教师食堂已全部
投入使用，受惠教师 185 人，农村青年教
师生活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下一步，
孝昌县将继续加大农村教师安居工程建
设力度，拟在年底前彻底解决农村教师吃
饭、住宿、洗澡等“三难”问题。

“我们村小也能留住大学生！ ”“三个
一”工程让村小的校长们信心倍增，“他们
终于在农村找到了属于家的温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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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拥有 180 多万人口的大
县，广西博白县在新课程改革转型阶段，
教育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是躺在民
间流传的广西高考 “北有全州， 南有白
州”的美誉上被人超越？ 还是与时俱进，
迎难而上？博白教育选择了改革与探索，
各种教育实验此起彼伏，如三段教学法、
目标教学法、问题教学法 、少教多学 、先
学后教、“杜郎口模式”等，但大多都是遇
到问题就动摇、遇到困难就怀疑、遇到瓶
颈就放弃。

路，在何方？
改革先改人！ 2013 年 5 月，博白县教

育系统破天荒地启动骨干教师与骨干校
长遴选活动，从全县 16000 名教师（含校
长）中层层遴选出 500 名骨干教师和 100

名骨干校长，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合作实施“5+1”骨干教师和骨干校长
培养工程，为博白教育“致富”修路。

2013 年底， 博白全县中小学 （幼儿
园）开展了“教育发展现状评鉴及学校文
化建设”调研活动，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院长孙杰远带领 90 多人的专家
团队， 分 14 个调研组对随机选取的 30
所中心幼儿园 、33 所城镇中心小学 、35
所农村小学 （含教学点）、33 所初中、10
所高（完）中共 141 个样本进行实地调查
和访谈。 在对博白教育发展现状进行全
面诊断的基础上， 为博白教育量身定制
“5+1” 骨干教师和骨干校长培养工程，
通过集中研修、通识培训 、走出去 、请进
来等形式，大范围、大容量 、高质量地培

育博白师资队伍。 目前，遴选出的 500 名
骨干教师和 100 名骨干校长均在桂林进
行了 4 次集中研修， 在那里感受教育思
想火花不断碰撞、相互交融。 同时，专家
团队进驻博白，开展了 3 期“学校文化建
设与特色学校创建通识培训活动”，对全
县 500 多名中小学（幼儿园）校长进行系
统培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今年 4 月， 在桂林举行的全国著名特级
教师课堂教学艺术展示暨新课标新教材
培训活动中， 博白镇三小教师曹凯琴以
“广西小学数学教师教学水平测试复式
说课比赛优胜者” 的身份受邀与全国名
师同台展示说课， 她过硬的基本功和先
进的教育理念，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在玉林市教科所举办的小学语文、数学、
艺术学科有效课堂教学微课比赛， 博白
县取得了 6 名教师参加 6 名教师获奖的
好成绩。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
动中，全县教师踊跃注册报名，积极参与
网络教研、晒课、评课等活动 ，报名参加
活动人数、晒课节数均居玉林市第一名。
目前，全县创建了 5 个县级教师工作室，
232 个镇级 （村 ）级网络工作室 ，共开展
磨课、 课例点评、 话题等网络教研活动
112 场次， 较好地展示了博白教师的教
学风格与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 4 期的集中研
修和两年多的自主研修， 参训教师和校
长的人生态度、专业素养、价值取向等都
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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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0 日， 四川
遂宁市船山区职业技术学校学
生食堂内， 两名学校教师坐在
专为教师设置的位置上， 陪学
生们一起用餐。 据介绍，从本学
期开始，遂宁市首推“陪餐制”，
规定全区所有中小学校以校方
为主体，学校（幼儿园 ）食堂必
须指定负责人、 教师代表陪同
学生就餐，负责对饭菜的外观、
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食堂
环境卫生、 从业人员工作情况
等进行监督， 并征求就餐学生
的意见建议，做好陪餐记录。

向晟/摄

学生吃饭，教师陪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