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寿县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会议
汉寿县教育局局长雷常元为优秀党员教师颁奖

安乡县围庵小学开学典礼上的朱砂启智环节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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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就要加强教育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纠正教育行业
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生态环境。 ”
谈及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汉寿县教育局局长
雷常元语气无比坚定。

汉寿县师德师风建设每年的着力点都不
同：2016 年“师德师风教育整顿活动年”，2017
年“教育行为制度规范年”，2018 年“师德师风
形象提升年”。 雷常元说:“只有提高了解决问
题的针对性， 真正破解师德师风建设中的突
出问题、难点问题，才能形成优化师德师风建
设的长效机制。 ”

2016 年，汉寿县教育局以“整顿年”为契
机，把整治落实到五项（脱岗“吃空饷”、补课

“乱收费”、借名“牟私利”、怠教“庸懒散”、顶
风“违禁令”）治理之中。 该局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的政策和方案， 高位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工
作。 与此同时，组建督查队明察暗访，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以前，汉寿“家教家养”违规补课现象十
分突出，群众反响强烈。 汉寿县教育局督察队
多次暗访， 并建立重点对象台帐， 让企图补
课、想乱收费的人不敢补、不敢收。“‘禁补’还
了我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 暑假我读了几本
书，看了几部电影。 ”谈到今年暑假，汉寿某中
学的王同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最开心
的是和爸爸妈妈进行了一场梦寐以求的‘亲
子游’。 ”

在汉寿县教育局， 记者看到了三年以来
所有的督查情况：检查表格、情况通报、处理
意见等详细资料一目了然， 包括教师在岗情
况、违反师德师风案例处理意见等全部可查。

“我们对师德师风问题是零容忍。 ”雷常元介
绍说，从去年开始，汉寿从从教行为、办学行
为、收费行为、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这五大块
着手制定相应的规范制度。

与此同时， 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正在全
县推进：开展评议活动，实行师德师风与绩效

工资挂钩。 将师德作为年度考核的核心，记入
师德档案。 严格落实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
让考核不合格者在资格定期注册、 职务（职
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方面“寸步难
行”，警醒教师“红线”不能碰、“底线”不可越。

“请老师们严守廉洁从教各项规定，不参
与有偿家教，不接受学生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
和请吃。”今年国庆节前夕，太子庙中学校长办
公室给该校 152 名在职老师编发了一条廉洁
从教主题短信。 据了解，该校把教师执行廉洁
纪律情况和评优评先、绩效工资的发放挂钩。

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楷模，是
最好的说服。 2018年，汉寿县积极开展师德典
型评选表彰活动。 在全县教育系统内开展表
彰活动，大力宣扬本县优秀教师典型，提升教
师形象，营造以德立身、立德树人的良好育人
环境。

十年前， 太子庙镇学前教育一直在低水
平徘徊，全镇没有公办幼儿园。 为提高全镇的

学前教育水平，2010 年太子庙镇中学行政班
子把筹建中心幼儿园的任务交到陈国伟手
上。 办园之初， 老百姓的育儿观念过于小学
化，陈国伟决定根除这种现象。 他在园内开展
班级创意区角活动， 探索了一条农村学前教
育的新路子。

陈国伟的敬业，可从一些小事说起。 建园
之初， 管理人员欠缺， 他不等不靠， 身兼数

“职”：打字员，维修工，水电工……陈国伟关
心每一个贫困、残疾的孩子。 他为这些孩子申
请“学前教育资助资金”，为他们免除保教费。
在陈国伟的精神感召下，教职工齐心协力，使
得办园条件一年年改善、保教质量逐年提升。

“教育是一碗良心饭。 ”南岳路小学的年
轻教师孙俊说：“像陈国伟这样的榜样教师事
迹，不仅是对其他教师精神上的洗礼，还是对
教师责任意识、 使命意识和人格品德修养的
强化，从而激发出人间大爱———师爱。 ”

“榜样要从‘神坛’上走下来。 ”在雷常元
看来，只有让身边优秀教师的故事传播开来，
才能让“师德师风”真正走到教师心中。

汉寿：树风清气正教育新形象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王再稳 高红广 任晶晶

安乡：传递有温度的教育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马崇良 周璐璐

2016年 8月,安乡县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大力推进“传统与素质教育”。 通过两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有力促进了
该县学校办学水平与育人质量的整体提升。“片面追求分数的应试教育，已经造成了学校、家庭及社会德育教育的
弱化与缺失。 ”安乡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成表示，“我县适时开展传统与素质教育，发力于安乡县第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的‘从娃娃抓起，全面加强未成年人的传统教育与素质教育’，这是推动教育回归本位、推进育人方式创新
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

刚开课两分钟， 有个迟到的女生想悄悄
溜到座位， 却被安乡县职业中专学校的老师
叫住：“国人尚礼。 迟到了要先向老师、同学致
歉。 ”如何让现在的学生重拾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敬意？“维护师道尊严，传递朴素美德。 ”该
校校长李立新告诉记者：“通过把国学经典和
文明礼仪融入到课程与生活中， 让学生讲文
明懂礼仪。 ”

李立新向记者回忆道：“2016 年 9 月，我
上任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一份‘见面礼’———派
出所打来的电话， 说学校学生在外打架斗
殴。 ”过去，该校的风气不佳，学生流失率达
15%。 如今，学生钻技术、强技能蔚然成风，多
次在国家、省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学生
巩固率达 97%。

10月 24 日，安乡县唐家铺中学在学校操
场周边新栽了几棵树。 树种好了，可操场上满
是工人们留下的乱叶残土。 50多名同学、老师
自发地来到操场打扫卫生……看到这一幕，
唐家铺中学校长宋铁梁感慨道：“传统文化教
育是润物无声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
会有大收获。 ”该校把“孝亲”“尊师”“感恩”三
粒种子根植于学生心中， 让学生心灵得到传
统文化的浸润、熏陶，人生根基得到夯实。

立身先立德，成才先成人。 学校和学生的

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变，得益于“传统与素质
教育”。 2017年，安乡县委明确了“传统与素质
教育” 的目标是培育全面发展的五好（品德
好、身体好、习惯好、兴趣好、学习好）学生，目
的是“正根红苗，立德树人”。

为此， 安乡县教育局积极推动各校发挥
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不
断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效果。 该县教育
局党委委员、 主任督学朱绍东介绍：“通过专
题课、 主题活动课、 社会实践课和学科融合
课，使传统与素质教育走进课程。 ”董家垱中
学陶艺课堂，出口洲中学的书法课堂，城北小
学的湿地体验课堂， 县中心幼儿园的茶艺课
堂等，都是“传统与素质教育”进课堂的缩影。
去年，该县分学段研发了 5 套“传统与素质教
育”教材，各学校成立传统与素质教育办公室
和教研组，开发校本教材。

“同学，早上好！ ”“阿姨，欢迎您！ ”周一至
周五的早上 8 点， 安乡县中心幼儿园总有两
名“礼仪天使”站在幼儿园的门口，问候来园
的同学，接待来访的家长。 记者了解到，该园
的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当一次“礼仪天使”。“少
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文明礼仪教育是开展
德育教育和培养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
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安乡县中心幼

儿园园长蹇敦霞如是说。
记者在安乡各个学校走访时， 明显地感

觉到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正在逐步形成。 在
陈家嘴中学的学生宿舍， 学生的被子叠放得
整整齐齐，生活用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地面卫
生一尘不染。 该校宿管员表示：“以前学生宿
舍是杂货铺， 自从学校开展‘传统文化与教
育’ 之后， 学生宿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

安乡县的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停留在课堂
上，而且还让孩子们走进社区、融入社团、了
解社会，在活动中受到熏陶、得到锻炼，通过
展演活动，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传统文化教
育中来。“安乡县教育局每年组织两次以上的
大型德育活动。 今年上半年举行了‘安全文明
礼仪知识竞赛’和‘传统与素质教育小故事征
文活动’。 ”朱绍东说。

为了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安乡县各学校
都开展了活动：城北小学的“最美的遇见”读
书节展演活动、芦林铺中学的足球活动、出口
洲中学的劳动实践活动、 围庵小学的国防特
色教育活动……

去年 3 月，安乡县委办、县政府办联合制
定工作方案，要求全县学校因材施教，做到一
名学生一套成长培育方案，培养“五好”学生。

因此， 安乡县探索出了一条全新路径———以
“一生一案”推进传统与素质教育，传递有温
度的教育。

记者走进安乡县出口洲中学的办公室，
翻阅一份份《学生成长手册》，一股股暖意涌
上心头。

“翼卿同学， 老师希望你做一个举止文
雅、大度包容的好孩子。 ”“老师，我一定不再
乱发脾气，不再动手打人。 ”出口洲中学初一
年级的杨翼卿接着“班主任本月寄语”，在自
己的成长手册上写下了努力方向。 一个月下
来，杨翼卿在父母和老师的“加油”声中，改掉
了坏习惯，并将努力目标转向了下一个：注意
用眼卫生。 杨翼卿的父母月末在成长手册上
写到： 感谢成长手册如实地记录孩子的成长
足迹，这将成为他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

成长手册上， 除常见的小学生守则和日
常行为规范、八礼四仪及“五好”学生评选标
准外，特别列出了 20 个好习惯标准。 每名学
生根据自身实际，选取努力方向，老师对症下
药，因材施教。

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安乡县近 4
万名在校学生， 每人每期都有一本精心编制
的成长手册， 幼儿园每天一评， 小学每周一
评，初中每月一评，高中每期一评———它成为
了数万座架起学生、学校、家庭三方合力互动
的桥梁。

以课程为核心，夯实学生人生根基

以活动为载体，打造素质教育新起点

以“一生一案”为抓手，传递有温度的教育

近日，汉寿教育系统的朋友圈被一件温暖事件刷屏：辰阳中学的周淑梅老师
不仅让两名贫困学生免费住在家里，还帮他们解决了三年的学杂费……温暖不止
于此，今年 9 月的教师节表彰会，汉寿教育系统涌现了一大批师德模范人物：不计
得失、扎根农村的李丽英老师，30载书写教育人生的“十佳师德标兵”李菊梅，矢志
教育、德艺双馨的“十佳管理骨干”蒋翻波等。 这一些典型人物和事迹的背后，是汉
寿教育系统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必然成果。

三年前，为加强教育系统作风建设，提升教师队伍形象，汉寿县教育局将师德
师风纳入常规工作，以“师德师风建设”为中心，按“先破后立再提升”的原则，以年
为界开展整治。 如今，汉寿县通过不断地整治、教育、宣传，师德师风有了明显好
转，社会对教师的美誉度越来越高。

以“整顿”纠风

以“制度”约德

以“榜样”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