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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能贱”，照亮学生们的人生路
——记吕叔湘中学“李氏教师奖”获得者苑忠旭
本报记者 张吴

麦田麦田里的里的““守望守望者者””
——记珥陵高中“李氏教师奖”获得者夏芸
本报记者 张吴

“我不是学者，不能用深邃
的思想思考我的价值；我也不是
诗人，不能用优美的诗句讴歌
我的职业……”她说，“我是‘培
养人’：采撷如花的词句，培养
孩子心中最美好的诗篇；陪孩
子奋斗，陪他们挥洒汗水与泪
水，培养他们对前途的希望从
而换一份美好的未来——这是
我工作的意义，这是我的职业，
一名教师。”

2003年，夏芸从徐州师范
大学毕业，同年便到珥陵高级
中学报到，兼了班主任及语文
老师两项重任。十六年来，夏
芸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兢兢
业业，她也始终把教学质量放
在首位，考虑最多的就是“让所
带班级的高考成绩得到学校、
家长和学生的认可”。

补差转化，对症下药

“师爱是平等的。”有着多
年教学、管理经验的夏芸告诉记
者，对于班上的暂差生，一定要

“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真诚相
待，时时相帮；创造条件和机会
使他们品尝到成功的欢乐和喜
悦，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使他们“以失败者来，以胜利者
走”。有年高一分科后，夏芸中
途接手高二，班上有一位同学，
纪律性很差，懒散，我行我素，上
课不听、不交作业，对学习根本
无明确目标和要求，其他老师都
拿他没辙，连他本人都说“对学
习实在提不起兴趣，没有信心自
己能做好，所以只好‘随心所欲’
地上学……”夏芸却觉得“不一
定”，果然有一次，她发现该生在
本子上偷偷地涂鸦诗词，心中窃
喜：原来这小伙子喜欢诗词啊！
于是，她随手指出了一个对仗上
的小问题，并帮该生作了修改。
过了几天，该生自己拿着修改的
诗来找夏芸。看着他投入的样
子，夏芸看到了希望：有戏！几
次交流之后，该生答应夏老师改
掉迟到、不听讲、不交作业等“基
础毛病”；班级有需要写作和设
计的地方，夏老师也会交由该生
负责，没想到一来二去，该生在
班上还有了“粉丝”，成了班级焦
点……家长对孩子的变化看在

眼里，喜在心中，跟夏芸说：“老
师，我家孩子以前一到上学的时
候就不肯去，威逼利诱全都不管
用，现在到时间就自己去上学
了。”后来该生考上了本科，现在
已经通过雅思考试，准备出国留
学了。

“教师工作是一门艺术，对
待学生要有爱心、耐心、诚心、热
心，只要一心一意善待每一位学
生，把握时机与学生及时沟通，
多一点赏识，多一些理解和宽
容，我相信学生的梦想终会展翅
翱翔。”夏芸说，这十几年取得了
什么成绩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记
得每一位学生的脸，他们难过的
样子、高兴的样子，她都记得
——因为她对每一个孩子都充
满信心，充满憧憬，虽然他们是
农村高中的孩子，本身起点低，
更应该帮助他们，完成他们“人
生的一跃”：2018年，夏芸所带学
生28人，其中27人达本科线，
本科达线率96.4%，其中1人考
入985高校；近五年来，多名学
生在夏老师的辅导下多次获省
市级乃至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
一、二、三等奖。

“三分成绩，七分志愿”

大学开学季，夏芸收到了
刚毕业一位女学生家长的微信：

“夏老师，非常感谢你，填志愿帮

我把了关，本来第四志愿我没有
重视，现在女儿的学校非常满
意，孩子和我都感激你。”夏芸告
诉记者，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记得那年填志愿，班上考上的孩
子都来学校了，可是迟迟没有那
位女学生的任何信息。这次高
考该生考得不是很理想，拿到分
数的时候就很伤心，夏芸大致明
白孩子的想法便马上主动联系
了她。听该生及家长表达“不愿
离开江苏，最好要在沪宁线上”
的想法，再看看他们的志愿草
表，她着急地拿着电话就开始帮
助他们把每个学校的利弊、专业
的就业前景一一作了分析，俨然
一位“专家”。该生在夏老师的
安抚下，慢慢定下了心，根据自
己的需求作出了取舍，之后的志
愿填写也非常用心。可问题又
来了，该生后面五个志愿又随便
找了几个想去的学校，夏老师一
看就不对劲，赶紧二次联系家长
说明其中利害关系，并建议他们
调整志愿中不合理的顺序，在第
四志愿以后再加一到两个更好
一点的学校……“这孩子后来
被第四志愿录取了，特别开心。”
夏芸还保留着该生的微信语音，
听着孩子在那头的欢声笑语，她
备感欣慰。

“教书育人也得与时俱进，
不断学习；要转变自己的思想，
完成角色的转换，从原先知识的

‘传授者’适时变为学生的‘引领
者’。”夏芸表示，课堂上她主张
学生自主学习、记忆理解、能力
培养，力求让他们形成正确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找到
获取知识的方法，“授之以鱼的
同时更要授之以渔”；下课堂，她
要求自己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
急，做他们的“知心姐姐”，同时
不忘“武装”自己头脑，不断给自
己充电，“只要学生需要我，我就
能适时出现，适时解决”。她积
极参加课题研究、各级各类培训
竞赛，曾获丹阳市青年教师比武
课二等奖、丹阳市活力课堂赛课
二等奖；2015年获丹阳市基础
教育先进个人，为镇校级骨干
教师；获得过江苏省“蓝天杯”
论文评选二等奖、江苏省中小
学“师陶杯”教育科研论文评选
二等奖；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学
语文》《现代语文》等省级期刊
上；两次获得镇江市中小学全
员培训“优秀学员”；2018年，
在丹阳市“李氏教师奖”的颁奖
台上，她又捧起了三等奖的荣
誉证书……

“教学是一个良心活儿！”
夏芸谦虚地说，“每一位坚守在
教学一线的教师无不是为了孩
子、为了未来默默耕耘、无私奉
献着——我们是三尺讲台的挥
墨者，也是孩子们的‘守望者’。”

“说实在话，我觉得我就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并没
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这十
几年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认
真’。”这是“李氏教师奖”获得
者、吕叔湘中学数学老师苑忠
旭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而
这“认真”二字也贯穿了采访始
终……

“知行合一”，认真坚守

2003年，苑忠旭从吉林师
范大学毕业，怀揣着几多憧憬

几多期待，从关外的东北千里
迢迢来到这江苏的丹阳，成为
了吕叔湘中学的一名数学老
师。“第一年参加工作，校领导
就要求我担任班主任……”回
忆起 16 年前，苑忠旭对那份

“新官上任”的忐忑不安依然记
忆犹新，“2003年，我自己还是
个大小伙子呢，哈哈！可不就
得硬着头皮管理一大群跟我年
纪差不多的大小伙子、大姑娘
了嘛！”操持着语速极快的东北
腔，经常被孩子喊“老师，您再
讲一遍，慢点儿”，又自认没有
过人的天赋，苑忠旭只好用上
了最笨又最勤的办法：坚持和
同学们在一起，坚持和他们“同
甘共苦”，坚持“他们就是我，我
就是他们”——坚持王阳明“知
行合一”，不空谈、多实践……
时光流转，沉淀了岁月；光阴飞
逝，温暖了流年，苑忠旭说，一
届届的孩子们留住了他，让他

“不忘初心”地、“不知不觉”地
做了十几年班主任。

“言传身教”，认真付出

“这十几年，我从青年‘呲

溜——’奔到了中年，我对吕叔
湘中学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吕
叔湘先生留下的校训‘求真能
贱’都印刻在了我的心里。”初
到学校，看到这四字校训，苑忠
旭就很震撼，“我常常看着它们
发呆，听前辈老师解释，这是要
求我们：求真的科学精神，崇高
的理想追求，能贱的处世心态，
高尚的为人之道，朴素的生活
作风。在十几年的教学工作
中，我认真思考终于慢慢琢磨
出了自己的理解：工作上要一
丝不苟，力求做好；要脚踏实
地，不以琐碎的小事为不屑
……”在课堂教学上，苑忠旭

“言传身教”，坚持“我做不到的
事我不会要求我的学生去做”，
力求“生本式民主探讨”，尊重
学生的意见，有问题大家协商
解决；在班级管理上，他制定

“三句白话”班训：一定要遵守
纪律；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
做出成绩。摒弃无用、浮夸的
华丽警句，但求“实在可行、师
生同心”：2009年，苑忠旭第一
年带毕业班，带的是经过两轮
筛选的普通班，相比重点班“基

础到底差了点”——没有经验，
更谈不上技巧，只能认认真真、
点点滴滴追赶“偏差值”，他带
着这些眼神有些黯淡的孩子
们，付出比重点班更多的精力
和时间，甚至放弃零星半点的
休息，不停答疑解惑、共同攻坚
克难。经过一年的努力，那届
班上居然有两名学生达到了公
办本科线，多名学生能够上民
办三本，而当年的家长多年后
再遇到，对他的感激之情依然
溢于言表：“多亏了苑老师，我
家孩子好歹上了大学，找到了
一份体面的工作……”；去年，
苑忠旭带的是一个物生班，二
模后好多孩子已情绪不佳、疲
惫不堪，他也跟着辗转反侧彻
夜难寐。为了鼓励孩子，他买
了个小音箱，在课前让学生们
伏案冥想，听舒缓音乐，调整彼
此间紧张的情绪、疲惫的身
体。夜里睡不着，他又想了一
招，在《读者》等杂志上翻找通
俗易懂的励志漫画，放大打印
给孩子们鼓劲，没想到其中有
一幅《兔子拔萝卜》的漫画，恰
好入了当年的语文高考卷……

风风雨雨教学路，勤勤恳恳育
栋梁，身为一线班主任，苑忠旭
对自身的“认真克己”、对孩子
的“执着关爱”皆没有白费，
2018年他带领全班“每一个孩
子”步入了本科分数线以上的

“殿堂”，其中27名学生达到了
一本分数线！

“去年，有个毕业多年的
孩子回来看我……”苑忠旭笑
眯眯地回忆，“他说，苑老师我
一直记得你那三句白话班训：
遵守纪律、努力学习、做出成绩
—— 真 是 越 回 味 越 有 道 理
……”苑忠旭很高兴，他高兴于

“还记得昔日”的桃李芬芬，高
兴于“求真能贱”的内化于心，
高兴于“认真付出、踏实成长”
后的最好褒奖：苑忠旭曾获丹
阳市青年教师教学比武一等
奖，镇江市说课比赛二等奖，目
前为镇校级骨干教师；他获得
了丹阳市“群众满意教师”称
号；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
他被记“市局级三等功”；2018
年，他获得了丹阳市“李氏教师
奖”三等奖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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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新时代适合
学生发展的丹阳教育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员
袁军辉）日前，我市根据镇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小学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的指导意
见（试行）》和《中共丹阳市委关于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
见》，结合我市教育实际，就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县管校聘”管理
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市
教师的发展进行了整体规划。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
该《意见》已进入改革启动阶段。

什么是“县管校聘”？简单来
说，就是中小学教师及校长归县
级政府统一管理，各学校根据需
求对这些教师进行聘任。这个
制度的实施后，教师将不会一直
在一所学校任职，而是会定期在
县域内中小学轮流任职。此次
《意见》实施范围包括全市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
工。该《意见》的实施，旨在将“县
管校聘”与学校编制管理、岗位
设置、绩效考核、教师聘用、交流
轮岗等配套改革协同推进、联动
实施，正确引导优秀教师在城区
学校与农村学校、优质学校与薄
弱学校之间合理流动，使教师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据悉，《意见》的实施，是由市
教育局会同市编办、市人社局等
多部门将按照课程方案、班额、
生源以及学校布局调整、交流轮
岗等情况，调剂使用本地区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有效解决
县域内、城乡间、校际间、学科间
教师超缺编问题。为此，教育局
成立“丹阳市教师管理服务中
心”，市教师管理服务中心负责
全市教师人事管理、合同聘用、
统筹调配，实现教师从“单位人”
到“系统人”的身份转变。由市
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与教师签订
聘用合同，学校与教师签订岗位
合同。全面推行教师竞聘上岗，
规范教师聘用合同管理，实现教
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教师退出机制，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增强教师工作活
力。

“县管校聘”共分三轮。第一
轮校内竞聘。学校成立聘用工
作小组，科学设置竞聘岗位，制
订竞聘实施方案，明确岗位的聘
任条件、岗位标准和考核办法等
事项，按照政策要求，本着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双向选
择，自由竞聘，签订聘用合同；第
二轮市内竞聘。市教师管理服

务中心公布各学校的空缺岗位，
未能在校内竞聘上岗的人员可
在公布的空缺岗位中选择竞聘
上岗；第三轮统筹调剂。两轮竞
聘后仍未上岗的教师，市教育局
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统筹调剂安
排工作岗位。

对未能竞聘上岗且不服从统
筹调剂的，安排待岗培训，待岗
培训期不超过12个月。待岗培
训期内不享受奖励性绩效。待
岗培训6个月后，未能重新竞聘
上岗的，其待遇按参加年度考核
不定等次的人员处理；待岗培训
期12个月后，仍未能重新竞聘上
岗的，认定为年度考核不合格，
其待遇按参加年度考核不合格
的人员处理，由市教师管理服务
中心另行安排工作岗位。

对教师资格注册不合格或逾
期不注册的人员，要转聘到非教
学岗位。对不接受学校分工和
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教师要进
行转岗或低聘。探索“以岗定
薪、岗变薪变”的原则，按新聘岗
位确定工资待遇。对教师年度
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
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
合格的，按程序解除聘用合同。

此外，建立全员流动机制。

教育局要建立流动机制，完善流
动办法，构建校际、学段间的流
动渠道，多形式、多途径、多举措
激励教师自主参与流动。第一，
建立校长流动制度。在同一所
学校连续任职超过2届的校长、
副校长，原则上必须参加流动。
第二，建立教师流动制度。在同
一所学校连续任教超过6年的教
师, 原则上必须参加流动。超编
学校要鼓励教师主动参与流动，
经过3年的流动，教师实有数和
编制数基本达到平衡。

目前，《意见》已经入改革启
动阶段，全面核定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编制和岗位，实施
教师身份转换，深化绩效考核改
革，引导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
校流动，2019年9月份在全市初
中阶段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
进行试点推行“县管校聘”。

在深入各初中阶段学校，广
泛调研，全面总结“县管校聘”实
施以来的经验后，进一步优化

“县管校聘”办法，完善“县管校
聘”机制，形成全面深化教育改
革和推进“县管校聘”工作成果，
最终，2020年9月在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全面实施“县管校聘”。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我们陵
口中学承担语文、历史公开课！”“我
们麦溪、横塘中学共同承担历史、政
治公开课！”“珥陵初中承担理化生
公开课，评课工作准备邀请教研员
上阵！”

14日下午，由九所学校组成的
我市农村初中学校共同体负责人聚
在一起，认真研讨本学期的活动安
排。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初中
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促进学生学
习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
2016 年，我市组建了“丹阳市农
村初中学校共同体”，立足于农村
初中的师资、生源、管理现状，突
出“共享”这个重点，通过丰富多
彩的研训活动，提升农村学校办学
水平。

据了解，三年来，共同体学校的
学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更活泼
了。他们积极举手发言，开动脑筋
思考问题，争当“八礼四仪”小标兵，
一篇篇习作见诸报端，一项项竞赛
评比中榜上有名；三年来，共同体学
校的教师在“教学五认真”上下功
夫，围绕课堂四十分钟做文章，在省
教学基本功赛、优质课评比中崭露
头角；三年来，共同体学校的行政干
部团结实干，聚焦质量提升一起同
行，在全市校长评课、副校长赛课活
动中成绩优异，开放、合作、共享的
研讨平台已经形成，区域教学水平
得到了整体提升。

“共同体学校在质量监测中的
一串串喜人的数据，入围全市‘榜样
的力量’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我
们看到建设共同体学校的意义、价
值和奔头。”面对未来，丹阳教师
发展中心干训处主任韦兆生信心满
满。

我市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使教师由“单位人”变成“系统人”

后巷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目前全校 5230 人，
外 来 打 工 子 女 4502 人 ，占 比
86.1%。学生乘坐校车人多、年
龄小、车次多，再加上外来学生
家长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关注度
不够，校园安全成为了学校开展
适合教育的重中之重。

“三个人人”，全员作战。学
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副校
长、安保处及各科室主任为成员
的校园安全领导小组；各个年级
组建立以年级主任为主负责，班
主任、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共同
参与的安全管理网络，形成一级
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
格局。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做
到人人是安全宣传员，人人是安
全防范员，人人是安全责任人。

“三个清楚”，制度保证。学
校建立了一整套安全管理制度，
如《保安人员岗位制度》《课间安
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学校集体活动安全制度》
《学校危险物品管理制度》等。
制订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坚持
抓小、重细、从实的原则，也就是
做到“三个清清楚楚”，即谁的责
任要清清楚楚、承担什么安全责
任要清清楚楚、出现问题如何处
置清清楚楚，这样安全管理制度
就有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个做好”，确保安全。一
是做校门守护关，织成“人防、物
防、技防”网，校园监控实现全覆
盖，特设三辆应急车辆协调，严
格执行《门卫管理制度》，来访来
客核查身份进行登记制度。二

是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关，发动全
体师生对校舍、消防、食堂、体育
器械、电路、电器等设施进行检查
维护，安全值班人员每天一检查、
每周一小议、每月一总结，将安全
隐患第一时间排除。三是做好安
全教育关，聘请法制安全相关人
员、交警中队、消防官兵定期到学
校进行法制、消防安全教育讲座，
做到安全教育专业化、课程化。四
是做好安全疏散演练。定期举行
紧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演练，提
高了师生安全防护技能，增强了安
全预防能力。五是做好校车管
理。建立校车管理小组，成立候车
室，调整上课时间，有效保证校车
正常运行。

一年来，在学校严格的安全
管理、扎实的安全工作保障之

下，后巷实验学校男子小篮球囊
括了镇江市、丹阳市4个冠军；初
中女子篮球获镇江市 2个冠军；
田径运动会，小学排名晋级甲级
队，中学获得乙级队第一名；初
三政治期末统考取得了突破；涌
现了一大批师德高尚、爱岗敬
业、成绩优秀的好教师、好员工
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涌现出了
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涌现出了

许许多多最美后校人。
新学期，全校将做到“一克

服”：克服开学综合症；“两抓
好”：抓好开头，抓好春天；“三个
希望”，一起上好每一节课，做好
每一次作业，踏踏实实过好每一
天，撸起袖子加油干、向着梦想
向前冲，做一个新时代的文明
人、有担当的责任人、努力奔跑
的后校追梦人！

我市“农村初中学
校共同体”开展研
讨活动

为全校师生撑起一片安全的蓝天
后巷实验学校 邹正良

近日，江苏省第十四届
“时代英语杯”英语风采大赛
丹阳赛区复赛在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本部圆满结束。

大赛由江苏省教育学会
主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承办。参赛对象为全市四至
六年级通过预赛的 250 位学
生。四、五年级学生以“A spe⁃
cial day at school”为题，六年
级 学 生 以“Somewhere I

want to go”为题，分别展开三
分钟演讲。大赛邀请了来自
加拿大和巴基斯坦的英语教
师担任主评委，对参赛学生的
选材、观点、发音、思路、表达、
临场表现、肢体语言等方面分
别打分然后汇总评选。

通过活动，学生拓展了视
野，提高了跨文化沟通的语言
能力。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承办
江苏省英语风采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