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生常谈，照本宣科，没新意，课讲到一半，诺大的教
室已经没几个人了。”这是 10 年前大部分被培训教师对当
时培训课堂的印象。

如何让老师们想学、愿学、主动学？如何让耗费人力
物力的教师培训不只流于形式？为创新教师培训形式，南
阳市教育局提出了“培训内容模块化、模块专题化、专题系
列化”的改革思路，以教师需求为出发点，精心设计培训模
块，开发培训专题，构建培训“菜单”体系，增强了培训针对
性。这种培训形式曾受到省教育厅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在
全省推广。

“教师培训创新后，旷课的没了，大伙儿不但在课堂上
听，还录下来回家反复听，感到受益匪浅。”内乡县赤眉镇
中心小学教师孙中健说。

教师素质是教育水平提高的关键，而加大培训力度，
则是提高教师队伍业务素质的重要渠道之一。南阳市在
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在创新培训模式的基础上，强调实

践与互动，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培
训方式多样化、培训过程实践化，增强了培训效果。

“目前，我们又进一步深化培训模式改革，实施科研兴
培、科研兴教，推进培训工作科研化、培训专题课题化，靠
科研探索解决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办法，靠科研不断提升教
学水平，并运用研究成果着力解决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等问
题，推动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课堂效益。”南阳市教育局师
训科负责人说，通过制定《南阳市中小学名师工程实施意
见》和《南阳市名校长实施方案》，把教学管理人员、德育管
理人员和骨干教师这三支队伍作为培训重点，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办法开展培训提高，着力打造一批在省内外
有一定影响的名校、名校长和名师。近年来，先后组织 26
期 3500 多名校长、骨干教师，到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进行高级研修，开阔视野，更新理念。

南阳市各县区建立了以“国培”、“省培”为引领，“市
培”、“县培”和“校培”为基础的教师培训体系，推动了教师

素质提升。方城县自 2009 年以来，共参加各种形式的“国
培”、“省培”教师 11576 人次，“市培”2901 人次，县培 19589
人次，校本研修常态化，并把学习西峡先进经验、推进新课
改作为校本研修的一项重要内容；内乡县实施“名校长、名
教师、名班主任”工程和“教师教学技能达标竞赛活动三年
行动计划”；卧龙区采取集中培训、远程培训、校本培训等
多种途径，确保全区每位教师均完成继续教育 360 学时的
培训任务；唐河县利用暑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星江中学、
各乡镇中心校等场所对全县 9000 多名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南阳市副市长刘树华（左一）、市教育局局长张清范（左
二）参观唐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培训“菜单”任您点
“名师”定制模式开启

一位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坦言，每年教师
队伍中都会有一定的自然减员，但因为地方财政紧张，很
多地方都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一边编制空缺，另一边却遭
遇教师紧缺的困局，从长远看，不利于教育质量的稳步提
升。

南阳市主要领导深谙此理。2010 年，南阳市在全省率
先出台了《南阳市关于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补进长效机制
的意见》，并将教师补充情况纳入对各县（市、区）政府年度
绩效评价，要求当年补进教师数量不低于上年度教师自然

减员数，不断加大教师补进力度，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
构，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五年来，全市共招录教师 1.8 万多
名，仅 2014 年，全市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补进教师 4270
名，实施“特岗计划”招录特岗教师 1467 名。

据了解，内乡县自 2009 年开始，每年都根据上年度教
师自然减员和扩大办学规模的需要补充教师，累计补进
1369 名教师。南召县在教师总数超编的情况下，根据山区
教学实际，每年仍然通过招教和特岗招聘补充教师，2014
年度全县教师自然减员 212 人，补充年轻教师 218 人。新

野县近 4 年补充教师 977 人，年均补进教师 245 人。淅川县
2009-2014 年公开选招了 433 名中小学教师和 1206 名特岗
教师。桐柏县 2009 至 2014 年平均每年退休、自然减员在
编教师 128 人，通过公开招聘入编教师 809 人。镇平县 3 年
来共补进教师 1349 人，其中山区定向补进 97 人。卧龙区
10 年来，补充教师 1260 人，特别是 2013 年、2014 年，每年补
进 200 人。方城县落实免费师范生和特岗教师计划，截至
目前该县共接收免费师范生和特岗计划教师 677 名，增加
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200 个。

教师补进不打“折扣”
5年招录教师1.8万多名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是一个地方最核心的竞争力。”
南阳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刘树华说，南阳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做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
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
源开发需要，无论是财政资金、项目建设，还是服务保障，
都尽最大努力向教育事业倾斜。

据了解，南阳市每年拿出 500 万元重奖成绩显著、贡献
突出的单位，大力表彰师德标兵、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
作者。各县区也通过设立“尊师重教月”、评选功勋教师等
方式，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广大教
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师是社会人，他们很多也面临经济困境，南阳市各
级党委政府不但给了广大教师的职业自豪感，更为他们做
好了后勤保障。一方面，南阳市上下对教师高看一眼，厚
爱一分，努力为教师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在全社会倡导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落实绩效工资，督促各县（市、区）按

国家规定，及时足额兑现教师工资，保证工资改革后待遇
不降低，收入不减少。协调有关部门，为教师住房困难户
兴建“教师新村”、“经济适用房”等，解除教师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南阳市加强绩效考核，对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
效工资的分配原则、核定办法、发放形式、考核量化办法
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初步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
与不干一个样”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教师的争先创优意
识，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各县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了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卧龙
区从 2013 年 7 月起所有学校岗位绩效工资均执行市直学
校标准，达到同工同酬、同城同酬；内乡县在编在职教师均
参加了“五险一金”，2014 年“五险一金”中的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由财政全额负担。在实行绩效工资 10%向农村学
校倾斜的基础上，县财政每年拿出近 500 万元，按照人均
100 元的标准，用于山区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发放；西峡县对

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任教的中小学教师实行工资或各
项补贴倾斜政策，对在边远地区乡镇、村学校和教学点工
作的教师给予每月 40－80 元的生活补助；宛城区按国家规
定标准由区财政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中小学教师平均
工资高于公务员水平；镇平县 2015 年争取资金 285 万元，
为 4 所学校建设 4900m2的教师周转房，对在二龙、高丘、老
庄三乡镇的 19 所深山区学校工作的 67 名教师，坚持落实
每月 500 元的特殊岗位津贴。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南阳市秉承“对历史负责，对
未来负责”的神圣使命，以“打造南阳教育质量品牌，创建
南阳教育质量强市”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总目标，加
快推进教育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办学质量水平，为大美南
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提供人才支撑。

如今，南阳大地上，一大批有理想信念、师德高尚、知
识渊博、无私博爱的优秀教师正蓬勃涌现，他们将成为教
育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不断缔造南阳教育的神话。

优先保障“实打实”
每年500万元重奖先进

“17 年坚守讲台，郭春鹏老师是何等的艰难和执着，是
何等的平凡而伟大！读郭老师的故事，我的心颤抖了，我的
灵魂在激荡，我的双眼湿润了。”河南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处
长朱自锋深夜含泪读完郭春鹏的报道，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刚刚当选河南省首届“最美教师”的郭春鹏是方城县
杨楼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17 年前他因公造成下身瘫痪，
却矢志不渝坚守乡村教学第一线……郭春鹏的事迹经各
大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南阳市委书记穆
为民批示，号召全市上下向郭春鹏学习。

方城县组织郭春鹏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6 场次，参加
教师 2500 多人次，场场爆满，场场掌声雷动，大家在泪眼朦
胧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一个像郭春鹏一样的优秀教师，
爱岗敬业，为国家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教师素质，师德为“魂”。在南阳，像郭春鹏这样的优
秀教师还有很多：身残志坚、让妻子背着到校，坚持教书 20
年的杜广云；退休后义务支教、一人撑起一所深山小学的
王克勤……

而这一切，与南阳各县（市、区）多年来对师德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

内乡县大力开展师德师风专题教育活动，加大师德师
风专项整治力度，教师每学期开学初都签订师德师风承诺
书，实行师德师风考评和“一票否决”制度，教育引导全县
广大教职工坚守职业道德，弘扬正气，提升正能量。

南召县以“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为载体，不断加强教
师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建设，涌现出了身残志坚、献
身教育的中国最美乡村教师杜广云，扎根深山、无怨无悔
的乡村教师谷昌功等国家、省级模范教师。

西峡县先后开展了“十大功勋教师”、“十佳校长”、“十
佳班主任”、“教师世家”和“最美乡村教师”等评选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建立师德建设教育机制。持续不断地开展职业道德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强化职业理想，提升职业素养，
增强了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南阳市教育
局制定了《南阳市师德建设工作评估办法》和《南阳市教师师
德考核标准》，初步形成了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的考
评指标体系，每年进行一次评估，使师德建设有了“硬”抓手，
省教育厅对南阳市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建立师德建设监督机制。开发“南阳中小学教师师德

评价系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让学校、教师接受社会及
学生家长监督和评价，督促学校改进工作。在近两年的行
风评议中，社会各界对师德建设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建立师德建设宣传机制。在权威媒体上开设了“我心
目中的好老师”、“师德先进教师风采”、“基层教师风采录”
等专栏，广泛宣传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优秀教
师。特别是挖掘和宣传了身残志坚、让妻子背着到校，坚
持教书 20 年的杜广云，退休后义务支教、一人撑起一所深
山小学的王克勤等先进典型。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
报》、《河南日报》等媒体陆续进行了报道，在全省乃至全国
教育系统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河南省最美教师郭春鹏在给孩子们上课

尊师重教氛围浓
师德建设“抓铁有痕”

2015年的夏天，南阳市民的心中被一种喜悦激荡着：

南阳市普通高考成绩在连续4年大幅攀升的基础上,今年高考再夺佳绩：全市普通高考43316名考生中,本

科一批上线人数6203人，上线率达14.32％，超出全省2.3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全市考取清华、北大27人。

南阳教育质量缘何连续5年大幅攀升？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南阳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教育质量的稳

步提升，离不开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忠诚担当、主动作为，为打造南阳教育

质量品牌、创建南阳教育质量强市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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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在于

大师之大。教师队

伍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水平，是推进教

育事业持续向好的

关键。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