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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回族区召开庆祝第36个教师节表彰会

让“美好教育”掷地有声 让每个学生享受成长喜悦

近年来，管城区委、区政府始终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把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践行“文化立
区”的重要支撑，持续强投入、补短板，
引资源、创特色，推动管城教育事业发
展实现了量与质的双重飞跃。

办学条件显著提升。2013年以
来，管城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
园 50所，新增优质学位近 3万个，学
位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新校建设
保持了年均投用 3~4所的扩张速度；
顺利完成 7所市属初中移交工作，进
一步补齐初中教育资源短板。

优质资源持续扩大。管城区坚

持“内培”“外引”两手齐抓，下大决
心、花大力气填补“教育洼地”、实现
后发崛起。对内探索集团化办学模
式，以创新街小学、外国语小学、东关
小学教育集团为龙头，引领资源共
享、均衡发展；对外实施名校孵化工
程，先后与郑州外国语、回中、八中、
一中等名校开展联合办学，推动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量质齐升”，获评“国
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教师队伍不断壮大。2013年以
来累计招聘教师 1738名，教师数量
实现翻番；大力实施名师培育工程，
优秀教师数量逐年递增，全区现有

省特级教师 2名、中原名师 1名、省
级名师 20名、市级名师 17名、区级
名师 91名、市乡村名师 8名，其中，
刚刚获评省特级教师的马宇、柴珍
珠 2名同志，实现了教育系统多年来
省特级教师零的突破。同时，管城
区强化对教师编制、待遇、住房等方
面的政策保障，首创公租房优先分
配教师的做法，为 385位老师解决了
住房难题。

为“美好教育”掷地有声，管城区
还探索“政府自建为主、购买服务为
辅”的午间配餐模式，在全市率先实
现56所中小学校午餐供餐全覆盖。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 司德平

教育脱贫
托举希望

9月10日，管城回族区召开庆祝第36个教师节表彰会。会议回顾总结管城区教育发展工作和取得的显著成就，表彰为全区教育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集体和优秀个人。会上，管城区委书记虎强希望，全区教师秉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理念，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用欣赏增加学生的自
信心，用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力，用信任培养学生的进取心，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到成长的喜悦。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娄璞 黄帅 文/图

“庆祝教师节最好的方式就是真
正为教育、为教师办实事，办好事。”
虎强表示，全区上下要主动关心、积
极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努力在全社会
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要更加
关心广大教师的工作生活。要千方
百计为教师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努
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

不断完善教师的住房、医疗、养老等
社会保障，维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
为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环境。

“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教育工作
者，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首要
问题、重要问题、政治问题。”虎强希
望，全区每位教师始终秉持“一切为

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
切”的理念，对学生充满仁爱之心，真
正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
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个学生身上。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用欣赏增加学生
的自信心，用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
力，用信任培养学生的进取心，让每
一个学生都享受到成长的喜悦。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有现代
化的教育体系。下一步，管城区将加
大教育资源供给，着力扩大学前教育
供给，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普惠的原
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形成公办
为主、非营利民办为辅的学前教育体
系，确保实现广覆盖、保基本、有质
量。今年，将完成新增公办幼儿园14
所、班数168个的目标，逐步让每个家
庭的孩子有园上、上得起，坚决不让幼
儿园成为群众的负担。同时，推动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在管城实验中学、建

兴路小学等27所新建、续建中小学项
目全面提速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城乡
之间、片区之间的教育水平落差，努力
提升师资水平，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
均衡。深化集团化办学优势，给相对
薄弱的学校输入先进管理、教学方
法，实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全力以赴擦亮管城教育品牌。
衡量一个地区教育知名度的重要标
志，在于有一批名师、名校、名校长，
管城区将实施优秀教师培养计划，建
立梯队培养人才库，定期选拔业务

精、年纪轻、素质强的骨干教师参加
名校研修、挂职交流，努力培养更多
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学
科带头人。要创新校长、园长选拔任
用机制，加快培养一批品德优、业务
精、能力强的校长，造就一批具有先
进教育理念和办学风格的教育家式
的名校长。要创办一批特色学校、品
质学校，打造一校一品的办学特色，
形成校校有特色、班班有特点、生生
有特长的办学风格，进一步擦亮管城
区教育品牌。

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量与质的飞跃

补短板、提质量，创办人民满意的好教育

重责任、强支持，营造尊师重教的好氛围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听优秀校长谈感受

1985年，伴随我国第一个教
师节参加工作至今，我已在教育
战线耕耘了36年，其中，近4年委
派到管城区外国语中学（以下简
称管外）精准教育扶贫。

2016年 7月，委派托管郑州
外国语学校集团管城校区——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精
准教育扶贫，践行名校与名师的
社会责任与义务，为区域教育的
均衡化、特色化和内涵化发展提
供专业支持与服务。2020年中
招，管外第二届毕业生 12人裸
分囊括管城区前九名，其中，最
高分居郑州市公办初中首位，大
小三甲高中共录取 68人，第一
批次录取 167人，录取率高达
48%，总分平均461分，高出郑州
市普通高中建档线 142分。办
学 4年来，管外分别荣获河南省
首批教师教育实践基地、河南省
家教工作卓越家长学校、河南省
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郑
州市初中教学创新先进单位、郑

州市首批新优质初中培育学校
等荣誉。管外不仅承担了管城
区初中英语、初中数学、初中体
育、初中化学四个学科教研基地
的任务，而且先后与管城区五里
堡小学（管外小学部）联合办学，
托管管城区二中（管外长青路校
区），集团化办学，充分发挥名校
的辐射引领作用。另外，不仅依
托主持的河南省教育厅中原名
师工作室，每年面向全省培育 5
名省级名师、10名省级骨干教
师，而且积极参加中原名师送教
援疆活动，分别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三师教研室、红星高中
聘为学科教研基地指导教师。

2019年 2月，我满怀对理想
的坚持和对学校的热爱踏入管
城区回民中学（以下简称管
回）。时逢盛世，管城教育正迸
发出勃勃生机，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从政策、资金、资源等方
面厚植教育根基，管城回中便是
在如此厚重的时代背景下蓬勃
发展起来的。

在管回工作的一年半间，追
求卓越，永不止步。而我们每一
个管回人也坚持不忘初心，不负
使命，始终立足学子成长成才的
最大发展可能，着手学生未来和
终身的最大发展潜力，精准施
策，持续谱写着崛起腾飞、不断
超越的绚丽华章。最终，在全体
管回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精心
打造了一支爱生如子、敬业专业
的青年教师队伍，一支境界高、
标准高、事业心强、引领作用强、
执行力强、工作成效好的干部队
伍，管回也在朝着一所育人目标
清晰和办学特色鲜明的示范学

校、一所有着一定社会影响力和
知名度的热点学校不断迈进。

新的学年，我将继续团结、
带领管回全体师生进一步直面
挑战，继续推进学校基于课程
标准的教学实践，探索学生学
业成绩提升和评价的有效办
法，不断提升师生素质和学校
办学质量，全面提高学校办学
水准和办学品位，同心合力建
设有管回特色的学校文化，力
争顺利完成区委、区政府“三年
出效果、五年成名校”的既定目
标，精心打造服务管城区发展
的品质教育，共同擘画管城教
育的美好明天。

2014年 12月，我担任郑州
二十九中校长，重任在肩，压力
巨大。面对一所薄弱高中，我和
我的团队经过反复的讨论和论
证，最终提出“校有特色，学有所
长，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幸福服
务”的办学理念，确立了“三年见
成效，五年创名校”发展战略，不
断推动学校向多样化、特色化、
国际化发展。经过不断地砥砺
奋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成绩显著
提升，美术、音乐专业班蓬勃发
展，俄语专业班于 2017年应运
而生，常态化教育教学质量不断
攀升。高考成绩不断突破。学
校连续多次荣获郑州市普通高
中教学创新先进单位、德育工作
先进单位、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单
位、管城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等。作为一名师者，我先后获得

了“河南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郑
州市“十佳最美乡村教师”、河南
省优秀教师、管城区优秀校长等
荣誉称号。

看今朝校园欣欣向荣，展未
来我们信心百倍。我坚信，在上
级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
关心支持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齐心协力下，我将继续带领我
的团队，直挂风帆，乘风破浪，创
造郑州二十九中更加美好、灿烂
的明天。

作为一所办学八十余载的
老学校，郑州五中秉承“培养未
来的中坚人才”育人理念，一代
一代五中人践行“灵智并进”的
本真追求，在立德树人中坚守了
育人初心；一代一代五中人秉承
悬壶济世的赤诚之心，在顶天立
地中履行了社会责任；一代一代
五中人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
识，在勇攀高峰中诠释了学术理
想，在国家级中心城市中树立了
一个光辉的奋斗者形象。

一所学校的高度是教师的
学术高度决定的，扎实的基本
功、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
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
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素养。
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
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
薄。好教师不是天生的，而是
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中锻炼

成长起来的。教而不研难逃平
庸，研而不教也会虚空。优秀
的教师应该是一盏不灭的灯，
时刻保持知识危机感和本领恐
慌感，积极主动关注、参与学术
课题研究，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
实、拓展、提高自己。愿老师们
结合我校生源不断改善的特
点，创新教学方式，练就扎实的
课堂功夫，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水平和教学成绩，这是我们职
业幸福的根基。

2018年秋，我到东关小学任
校长一职。任职以来，在我校全
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如今校园
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上台阶，实
现新跨越。

为全面建设美丽学校，打造
“怡美校园”，我实地查访了校园
的角角落落，初步提出了建设“怡
美校园”的构想，后经学校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制定了美丽校园整
改实施计划。面对资金困难，学
校想方设法，多方筹措，现已初步
整改了学校大门、主题景观、文化
长廊等。同时，学校又整改了教
师办公室和各功能室，进一步提升
了学校的办学条件。为了满足学
生的就近入学的需要，学校克服
种种困难，消除大班额，保证辖
区内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如今的校园绿
意盎然、花香四溢，校园文化氛
围凸显“怡美校园”的办学理念。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
提高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
导，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加强终身学习，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义无反顾的使命感，
积极投身到管城教育发展大潮
中。面对“十四五”时期的新任
务、新挑战，我们将以《管城教育
十年发展规划》为目标，着眼学
生未来发展需求，进一步理清思
路、明确目标，努力开创学校教
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为管城
“古都新生”总体目标的实现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8年教育风风雨雨，不求
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如
今不惑之年，岁月流转，我依然
如故努力耕耘在教育的这片土
地上。

作为教师，我一定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为时代育新
人，牢记教育的初心，教育的
责任。在这个教师节，我很荣
幸参加了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2020年教师节表彰大会，获得
了区年度优秀校长，所在学校
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获得了
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对于取得
的成绩，我很欣慰，这是港湾人
共同奋斗、共同协作的结果，然
而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才更值
得期待和努力。面对当今世界
之大变局，为教育工作带来了
新的矛盾和挑战，我们唯有坚
持教育为人民服务，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坚持教书和育人
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社会
相统一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以德施教，，为国家培养更多德为国家培养更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一名
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我经历了意志的检我经历了意志的检
验和奉献精神的考验验和奉献精神的考验，，有信心有信心
继续坚守正气继续坚守正气，，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潜心潜心
育人育人，，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教育无愧于教育
事业事业。。

管城回族区回民中学 齐伟

打造品质教育
共同擘画管城教育美好明天

管城回族区东关小学 陈丽红

建怡美校园 办怡美教育
育怡美少年

郑州市第二十九中学 龚士玉

常态化教育教学
质量不断攀升

郑州市五中 张天佑

追求卓越
做幸福的教师

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 张国举

往事皆过往
未来皆可期

光荣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