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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乡村教师可直接聘为基层高级教师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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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至10月31日，洪江市教育系统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专项行

动。该市各学校通过开展国旗下的讲话、召开主题班会等活动，向学生、家

长宣传节约意识，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尚。图为洪江市芙蓉

小学的学生在“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议横幅上签名。

卢燕 何艳 摄影报道

我省首次实施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本报讯（通讯员 邝韶春 彭华艳）为提

高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近日，

嘉禾县袁家镇中心学校举行以“健康心理，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针对农村学校留守儿童较多的现状，该

中心学校的班主任以亲情、友情为切入点，

以朋友般的授课方式，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出发，向学生介绍了常见的情绪调节、烦恼

处理等心理疾病的处理方法，直达学生心

灵，释放学生心情，让学生学会如何处理自

己的情绪，积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学

校少年宫也开设了亲情聊天室，为学生“排

忧解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农村小孩留守儿童较多，大多数从小

缺少父母亲的关爱，学生的心理状态不稳

定，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能让学生了解

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同时能够有效的疏导

学生心理，构筑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该校

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王燕）近

日，长沙市教育局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长沙市民办学

校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

见》(简称《意见》)，将民办学

校教师队伍建设纳入了全市

教师队伍整体规划，为解决

制约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发展

的系列问题提供了保障。

按照规定，包括培训机

构在内，民办学校聘用的教

师必须拥有相应教师资格，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

相应教育教学能力和工作能

力。

《意见》规定，民办学校

教师在业务培训、职称评定、

相关表彰等方面，依法享有

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权利和

义务。民办学校、幼儿园要

做好教师继续教育的学分登

记、教师资格注册等工作。

同时，为保障民办学校

教职工合法权益，今后民办学校聘

用教职工一律要签订劳动合同，长

沙市教育局还将制定规范合同范

本。学校要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

资、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足额

为教职工购买“五险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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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丽芳 肖秋

霞）随着消防警报响起，洞口县茶铺

中学 400 多名学生用湿毛巾捂着口

鼻，将身体放低，按照既定的逃生路

线迅速撤离到操场。为有效预防和

处置突发性火灾事故，保障师生生命

健康安全，9月14日该校组织师生开

展了“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生命无彩排，防患于“未燃”。本

次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的顺利完

成，既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也使

老师、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急救逃生和

消防安全知识，为创建平安校园夯实

了基础。

洞口：防患于“未燃”

本报讯（记者 董以良）日前，湖南

省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湖

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发布《印发〈关于建立湖南省基

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公布我省首次实施基层中小学教师职

称制度有关事项。

《通知》指出，全省首次基层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审的完成时间为 2021

年4 月30日以前。

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包括基

层中小学岗位乡村教师职称制度和资

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其中基层中小

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设正高级和副高

级，名称分别为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

师、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基层中小学

教师系列中级职称设中级，名称为基

层中小学一级教师。

基层中小学教师正高级、副高级

和中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

不占当地专业技术中级、高级岗位结

构比例。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可跨

校、跨行政区域“对岗申报”。

其中，全省正高级岗位总量控制

在 400个以内，每年度评审通过的正

高级岗位，每个县市区（其中农村人口

不足10万的区不设正高级岗位）不超

过 1 人。副高级、中级岗位由各市州

根据实际予以明确。

基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由省里组

织评审、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由市州

组织评审、基层中小学一级教师由县

市区组织评审。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的教师实

施范围为在乡村学校从教累计满 30

年的男教师、满 25 年的女教师，且申

报当年年底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2

年、申报时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目前还

是中级职称、符合评审条件标准的教

师。

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认定在基层

中小学教师评审时统筹评审，单列

评价认定。资深乡村教师职称评审

不受通过比例和职数限制。评审中

主要考查申报教师的基本条件、近

5 年教学工作量。

建立符合乡村教师特点的“定

向评价、定向使用、定期服务”的基

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旨在吸引

一批优秀教师到乡村中小学校任

教；建立资深乡村教师职称制度，旨

在引导教师扎根乡村中小学校长期

从教。

自 1997 年踏上三尺讲台，王月娥

就把自己比作教育大树上的一片绿

叶，把投身教育事业当成自己的职业

追求，无论是当时作为普通老师，还是

现在身为衡阳高新区蒸水小学副校

长，始终坚持以“绿叶”的姿态来酿造

“桃李”的芬芳。

一线教学：坚守课堂，教学相长
从教24年，王月娥一直从事小学语

文教学。她追求“朴实而灵动”的教学风

格，用“教活”语文，“活学”语文的理念来

引导学生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培养自

主、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注重“语用落

实”和“思维训练”两手一起抓，用“语文”

的眼光去发现、感受、创造生活的“美”。

比如，通过让学生给自己取笔名、制作读

书小绘本、巧用思维导图、写漂流日记、

编作文集等活动，从中感受学习的美好，

也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

“以学定教”的思路也促进了教师自

身的专业素养提升，王月娥在“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曾两次荣获“部

级优课”，执教《萧山杨梅》一课被评为湖

南省“学科德育精品课程”。她任教的班

级在参加市级质量监测中成绩优异，被

聘为“衡阳市首届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结

果运用”讲座专家。

班主任工作：以生为本，用爱育人
王月娥担任了 19 年的班主任工

作。她始终坚持“以生为本，用爱育人”

的理念，既关注学生的发展，还引领家长

的成长，班主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她习惯以学生的“在校家长”身份自居

——学生哭了，前去擦擦眼泪，进行安

慰；学生病了，摸摸额头，打电话联系家

长；学生参加比赛，加油助威总少不了她

……真正的关爱应该是促进学生健康快

乐成长，渗透、融入在点滴之中。她教导

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她组织学

生、家长和衡阳市备战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一起走进衡南县江口镇中甲小学，

开展结对交流活动，给留守儿童送去温

暖和关怀。作为“教师妈妈”，她经常就

亲子教育的话题与家长进行沟通，分享

自己的心得和方法，邀请家长进课堂，拉

近孩子与家长、老师的距离，促进家校共

育的和谐发展。

教学管理：榜样引领，合作共赢
教学工作是学校办学质量的生命

线。王月娥在衡阳华新小学担任教研主

任时，发挥党员教师的榜样作用，帮助每

一名需要帮助的老师；从学校的实际情

况出发，兼顾不同层面教师的需要，开展

各具特色的活动来保证教研工作的生命

力，既培养人，又温暖人。她带动了衡阳

华新小学教研组的建设发展，语文教研

组在衡阳市第一届优秀教研组评比活动

中被评为“优秀教研组”。

如今，她肩上的责任又加重了几分，

她不断告诫自己：要做更好的自己，让身

边的人都能受益。

一支粉笔描岁月，三尺讲台洒青春，

王月娥专注而纯粹地做一片教育的“绿

叶”，投身到平凡的教育教学工作岗位

上，她始终期盼着：待到“桃李芬芳”时，

她在丛中笑。

绿叶已成荫，桃李渐芬芳
——记衡阳高新区蒸水小学副校长王月娥

通讯员 杨烁

本报讯（记者 谢扬烁）9月15日，

由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三湘都市

报、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小风唐教育扶

贫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0三湘阳光

助学”学子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式

在新湖南大厦举行。全省各地的337

名贫困学子，每人获得 5000 元助学

金。这笔总额近 200 万元（含后续资

助金）的爱心助学款将帮助他们圆梦

大学校园。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王建华，省教育基金会副理

事长聂荣华，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

总编辑张云梦，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

刘静、唐人神集团党委副书记、行政总

监、小风唐教育基金会会长刘宏以及

爱心人士代表、阳光学子代表等出席

仪式。

今年 7 月，“2020 三湘阳光助学”

活动吹响“爱心集结号”，且助学人数、

金额均再创新高。两个多月来，报名

者达到 1300 多人。从 8 月中旬开始，

助学直通车深入多地偏远山村，实地

采访报道 10 余名优秀阳光学子。最

终，主办方从近1200名报名者中，确认

了337名贫困学子。

据悉，近17年来，“三湘阳光助学”

累计为近3000名贫困学子获得了超过

1500 万元的爱心资助。2017 年 2 月

28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等 11 部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三湘都市报阳光助学

行动还当选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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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促进学生心灵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