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信息化，关键在建立一支适应未来教育发展的优秀教师队伍。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调
研发现，传统教研模式和培训方式面临一系列急需破解的难题，如教师的参与面不大、参与率
不高，教师参与研修的主动性不足，教师个性研修、自主研修缺少数据支持等。

转变培训方式，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机融合，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研修
势在必行。 荷塘区教育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优质资源整合，力推研修方式变
革，着力研修内容优化，致力研修品质提高。

2017 年，荷塘区开展政企合作，开发了“荷塘教育虚拟社区”，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2017
年 4 月，荷塘区启动首届区域网络赛评课活动；2018 年 5 月，荷塘区的网络研修成果代表湖南
省参加全国第三届基础教育信息化创新应用成果展示；2019 年 6 月， 荷塘区成功承办国家级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区域研修模式研究及试点”项目经验交流会；2019 年 8 月，在第二届中国
智能教育大会上，荷塘区再次作为区域研讨株洲市唯一代表作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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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作为一名在石峰教书的普通教师，我真的很幸福！”日前，在株洲市石峰区 2019 年教师节表彰大会
现场，株洲市第六中学的夏芳老师不禁感言。

坚持十年育人，打造一流教育。其中，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石峰区坚持问题导向，以
提高教师职业荣誉感、责任心、专业素养为立足点，以建立健全人事工作机制为目标，在全市率先实施了
卓有成效的人事制度改革。

荷塘区：信息化建设助力教师成长

石峰区：打破绩效工资“大锅饭”
通讯员 关 妤

推行“量补质奖”
改革教师绩效分配方式。 根据“多

劳多得、优劳优酬、不劳不得”原则，将
奖励性绩效工资、《石峰区提升教育软
实力的六条政策》 规定的相关奖励，实
施“量补质奖”。 围绕教师“工作数量和
工作质量”内核，进一步扩大教师薪酬
差异，切实突出“干与不干就是不一样”

“干多干少就是不一样”“干好干坏就是
不一样”， 有效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观创造性。

建立教师“积分考核”管理制度。 目
前， 石峰区各中小学已初步确立了以教
师个人课堂教学、 教研教改两大板块积
分为主， 以教育教学相关工作为辅的教
师积分管理方案。 针对教师业绩考核方
案， 各中小学校深度研讨奖扣分标准和
奖项标准， 以确保积分制管理的有效落
地，真正实现积分制助力学校长期发展、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

田心中学自 2017 年 8 月试行“量补
质奖”管理以来，学校在制度完善、绩效
调剂、工作调度、质量提升以及教师敬业
精神等各方面均得到改善和发展。 校长

张喜良认为， 建章立制， 严格按制度管
理，使学校的管理更加规范、科学，管理
也更容易。 该校年轻的物理教师陈祎也
有同样的体会，实施“量补质奖”后，可以
得到更多绩效和荣誉， 更重要的是无需
转入复杂的人际关系， 可以全身心地投
入教育教学工作中，安安心心把书教好。

强化届中考评考察
全面实施校级管理干部聘任机制，

有效引入届中面谈机制。 石峰区委、区政
府每年组织校级管理干部进行届中竞争
性面谈，实现鼓励与鞭策同向发力、压力
与动力相向而行。 建立健全区校两级联
审机制，扎实推进校级管理干部的“二次
体检”。 鼓励年富力强的校级管理干部通
过届中面谈担任各学校负责人， 为其发
挥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最大限度
调动校级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引导校级
管理干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锻造
干事创业过硬队伍。

一个好校长培养一批好老师。 清水
塘学校办学硬件一流， 但是教学质量一
直徘徊不前，社会认可度不是很高。 2019
年暑期， 新上任的校长徐志敏一直在思

考并寻求破解的良方。 他积极调研，通过
分析学校现状，提出了三个发展关键词：
质量为本、特色立校、和谐发展。 年级蹲
点行政和学科主管重心下移到年组和学
科，进行点对点的指导与考核。 全校教师
团结协作，明确了自身工作的侧重点、关
键点、协同点，层层落实质量目标，人人
分担质量责任，形成了聚焦主业、狠抓质
量、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的良
好态势。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 九方
小学栉风沐雨 73 载，时任校长戴勤从学
校的生存发展和学生的成长规律出发，
敏锐地选择以课程为抓手，突出“足球育
人、足球立人”多学科、多学段融通足球
主题课程的特色教学，在“艺术与审美”
课程领域构建了涵盖基础性课程、 拓展
性课程、兴趣性课程、研究性课程、实践
性课程的课程体系，并将形体课、习字临
帖、美文美读、名曲欣赏、合唱、书法、戏
曲等课程列入课表， 每周教学活动安排
予以实质性推动。

建立“双向”管理机制
建立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的管理

机制。
全面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完善，全面

构建学校“多元、多重、捆绑、立体”的、
可量化的科学评价考核体系，推行过程
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积分制”管理，奖
优罚劣。 教育系统各级各类评先评优、
职称评审、 岗位晋级等推荐与评选，在
符合对应基本条件与资格条件、 坚持

“一票否决”原则下，按积分从高到低予
以综合评定。 教育局和学校每年可根据
教师积分，对优秀教师按一定比例组织
各类高端研学活动，正向激励撬动“四
两拨千斤”。

根据“积分考核”，加大对学校行政
干部和一线教师的管理监督，严格“究实
情，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四个过程管
理要求，采用校内跟班跟岗学习、区内学
校调整、解除聘任合同等方式，实行“末
位不升”和“末位淘汰”。

心中有方向，未来更敞亮。 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正在教书育人
岗位上为建设富强、美丽、幸福新石峰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戴家岭小学老师姚金凤执教《海滨小城》

通讯员 黄英 何莹

名师工作坊， 化解教师参与研修主
动性不足难题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在荷塘区戴家
岭小学姚金凤老师执教的《海滨小城》课
上， 小学语文袁灿英名师工作坊成员一
边听课， 一边使用平板电脑拍下课堂的
不同场景，并借助网络研修平台从“课程
领导力”“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三
个维度展开评分与讨论， 借助大数据分
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后来这一
堂课经过工作坊精心打磨， 获得了湖南
省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比赛一等奖。 专家
称：“这是推进国家统编教材、 落实语用
教学的典范。 ”

“工作坊支持下的主题研修，旨在解
决教学实际问题和推广更多更好的教学
理念。 它为教师提供了共同参与的场域
或阵地，理论学习、实践紧随、反思跟进、

分享提高， 使全体坊员对教学理念从认
可内化到主动运用。教师们学习看得见，
研修更自主，参与更广泛。 ”荷塘区英语
教研员唐勇华介绍。
网络研修，化解研修活动组织难难题

2019 年 4 月 12 日，荷塘区第三届网
络赛评课（语文学科）在八达小学录播室
举行，线下 7 位专家评委和 50 多名教师
在现场听课评分， 与此同时其他学校线
上参与评课的教师达到 543 人。

参与了一系列网络赛评课活动
后， 荷塘区晨荷小学党支部书记曹立
英深有感触：“通过网络研修平台听评
课， 不仅能针对不同层次教研圈上传
资源，还能有效地对新进教师、青年教
师、骨干教师等进行分层指导和帮助，
真正做到研训结合、精准学习，提高了
效率，减轻了负担，为教师个性化成长

提供了可能。 ”
三年来，荷塘区开展区域课例研修

活动 5 轮次， 全区 100%教师参与研修
活动， 参与课例研修的教师多达 75127
人次，人均 54 次；评论 45460 条，人均
32 条；生成评课报告 58419 个，人均 42
个；形成优秀课例 602 个，汇聚优质资
源 5000 条。

直播课堂， 化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平
衡难题

2019 年 6 月 20 日，株洲市荷塘区美
的学校正在直播《认识负数》这节课。 与
此同时， 该区仙庾中心学校也在远程互
动同上这节课。此外，远在千里之外的花
垣县民乐镇中心小学通过远程互动，以
同课异构模式同时执教《认识负数》。 两
地三校，三个班级 150 余名学生，通过网
络互动平台实现远程异地互动同步学

习。课后，一套基于伴随式大数据采集的
智课分析系统， 及时生成两堂课的课堂
大数据分析报告， 对执教老师的课堂进
行了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对比分析，
助推教研迈上新台阶。

直播课堂的应用， 通过区域内的
同侪研修，实现区域优势资源的互补，
通过区域外与偏远山区的远程互动，
使得省内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实时传递到了湘西偏远山区，突破
了时空的限制， 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
的共享。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这是荷塘教育人的追求目
标。下一步，荷塘区将持续推进构建网络
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搭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
习平台，促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九方小学特色足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