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打打造造师师德德高高尚尚的的党党员员教教师师队队伍伍

济南市市中区学校各党(总)支部精心组织理论中心组学习，充分运用新媒体，通过邀请专家集中宣讲、“三会一课”、
观看警示教育片、开设主题党课、观看专题政论片等形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市中区教体局机关党支部利用““红
色周五”坚持开展党员学习、主题党日活动。各中小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学校党组织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升。
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打造师德高尚、敬业奉献的党员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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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教师成立了
班主任工作室

今年五月份，民生大街小学
“澜轩”班主任工作室正式挂牌
成立。学校优秀班主任杨永梅也
将和学校其他老师一起，依托着
这个工作室做温润的教育。

杨永梅是济南市市中区最
美教师，也是一位善于用诗歌教
人、育人的名师。“一名党员一面
旗帜，在民生大街小学，做教学
业务的佼佼者，带着年轻老师一
起成长，这也是一名老教师的职
责。”杨永梅说。

在民生大街小学，优秀的
党员教师并不止杨永梅一个，
28位党员，每一个都是业务上
的尖兵，常青、万清老师是山东
省教学能手，孙蕾是济南市优
秀教师，卢士清是市优秀班主
任……

“党员教师是学校的一笔财
富，通过教学引领，学校党支部
积极组织开展党团员教师公开
课、师徒研讨课、个人邀请课、家
常推门课等教研活动，促进课堂
教学水平的提升。”民生大街小
学校长于红介绍，仅在2018年，
民生大街小学就有6人被评为区
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
秀班主任，3位老师的课被评为
省级优课、2人获市优课一等奖，
5人被评为区教学能手。

党员走访，帮学生
开起人生第一次画展

每当下午放学，在民生大
街小学，五年级的小墨都会到
学校免费的硬笔书法兴趣班学
习书法，学校请来专门的书法
老师，面向的学生则都是像小
墨一样家里比较困难的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

“从2007年起，学校党支部
每年坚持党员教师每人结对帮
扶一名困难学生，并定期走访，
这个书法班就是老师们走访
后，根据学生们的需求开设
的。”于红介绍。

在民生大街小学，70%以上
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对困难学生进行日常学习
和生活上的帮助，学校的每一
位党员教师都在发挥着自己的
作用。“有一个学生，妈妈需要
在家照顾不能自理的女儿无法
出门工作，走访了解这个情况
后，我帮她在他们家附近找了
个钟点工的工作。”于红介绍。

5月13日，在民生大街小学
的共享书屋，一场学生个人画

展拉开帷幕，在学校的升旗仪
式上，学校教导处主任张荣明
还和画展的小主人小科一起向
全校师生推介着这个画展。“这
也是张老师在走访学生家里时
出现的想法，孩子平时比较内
向，在一家人住黑乎乎的小屋
里，孩子的画是唯一的亮色。策
划这个小画展，希望树立起孩
子的自信和勇气。”于红说。

服务家长，也用心
成就学生

又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民
生大街小学的老师们正在筹备
着主题为“假期生活指导”的家
长课堂。“在假期里，我们希望
让每一个家长学会指导孩子合
理的生活学习。”于红介绍，民
生大街小学的办学理念是“用
心成就每一个学生”，“为此，学
校也需要服务好每一位家长。”

在民生大街小学，“家长月
沙龙”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年，根

据家长需求，学校聘请家庭教
育专家开展讲座，解决实际家
庭教育问题。“服务家长和成就
学生都不可或缺，为了解决家
长们的难题学校开设延时教学
服务，也给孩子提供了另一片
成就自我的天地。”于红介绍。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城市
少儿足球赛济南赛区的比赛中，
民生大街小学的学生获得了U10
组的冠军。足球教育开展四年，
苑文涛和张征老师都是在下午
放学后和周末带着孩子们训练，
成就了学校的一张名片，学校被
评为了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在民生大街小学，比足球持
续时间更长的一张名片是国际
象棋。“持续30多年了，学校的每
一个孩子都会下国象，前段时
间，二十几个孩子参加济南市的
国象比赛，获得了团体第一名。”
于红介绍，在每个延时服务的课
堂上，党员教师以身作则，“以党
建引领，大家一起努力维护着民
生的这块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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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课题由党员
教师承担

在十六里河中学，刚刚工
作到第二学年的周晓晔是年轻
的党员，也是个年轻的班主任。
初次担任班主任，周晓晔却从
来没有怵过，因为在十六里河
中学，她的背后有一群“老班”。

“学校鼓励每位党员争做有
教育情怀、有教育故事的优秀教
师，倡导结合自己的工作点滴，
讲好自己的教育故事，分享自己
的优秀经验。”十六里河中学校
长傅兰芬介绍，学校每两周一次
的班主任论坛已经开展了两年，
在论坛上，每位党员“老班”以坛
主的身份用朴素的语言、感人的
故事分享自己的“治班”心得。

“学校一直以党建工作促进
教育教学工作，加强教师队伍的
建设。”傅兰芬介绍，学校每学期

会开展“党员赛课”活动，通过赛
课活动促进成长。党员教师更是
主动承担课题，加强研究寻求专
业的突破。学校现有的课题，90%
是由党员教师主动承担的。

老党员手把手，教
出好团队

走进十六里河中学整整一
年的时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里，张晓丹收获着一个个教学
奖励证书。只有一年的教龄，张
晓丹把自己的快速成长归功于
她的师傅高树秀。

“晓丹到学校后的第一次
亮相课，印象很清楚，光‘是吗’

‘是不是’的口头语就用了36
次。”高树秀说，作为学校道德
与法治课教研组组长，她这位
有着近30年教龄的老党员成了
张晓丹的师傅，从上课的方式，
到如何备课，具体到备课的具
体细节，她都手把手地教。“帮
年轻教师快速成长是作为一个
老党员、老教师对学生、对学校
的一份责任。”高树秀说。

去年与张晓丹一起进入学
校、同时拜师的年轻教师一共
有16位，这个拜师活动便是学
校的“青蓝工程”。“党员教师与
新教师签订师徒结对书，毫不
保留地手把手指导新教师更好
的开展教学，从而实现年轻教
师迅速蜕变成长。”傅兰芬说。

在学校的文化墙上，一个个
党员先锋的榜样引领着团队的
进步，办公桌上的党员示范岗时
刻提醒党员教师以最好标准要

求自我。在每年的教育教学年会
上党支部都会以宣读颁奖词的
形式由全体教师竞猜“感动校园
最美教师”。“老师们在这个过程
中真正感受到最美的力量。在

‘和谐美好’的氛围中，也更好地
发挥了党员教师的模范引领作
用。”傅兰芬介绍。

走近并关注每一
个学生

中考结束，十六里河中学语
文教研组组长陈秀燕将自己结
对的20多名学生送出了校园。中
考前100天，十六里河中学让学
生自由选择助力导师，在结对的
百天时间里，陈秀燕也和学校所
有的助力老师一起，在生活、学
习上帮助着这些学生。

“作为一名教师党员，学生
永远是工作的中心。”陈

秀燕介绍，在十六里河中学，走
近每个学生、关注每个学生、成
长每个学生，学校党支部把助
力导师作为了学校党建的日常
工作。

在今年的中考中，十六里
河中学的学生在不远处的济南
三中参加考试，距离不远，但十
六里河中学租用十几辆大巴每
天都坚持着接送学生来回。“在
我们学校，学生与市中心的学
校有所不同，孩子父母都没有
那么多精力接送照顾考生，那
么学校就把这些替家长做了。”
傅兰芬说。

“学校以培养‘身心双健、
行远至善’的阳光学子为发展
目标，我们要通过全方位的努
力为学生打下将来终身可持续
发展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

傅兰芬说。

“党旗引领，
情满民生”，在济
南市民生大街小

学，28名教职工党员在工
作中发挥着党员的引
领、带动作用。讲奉献，
有作为，在学校这一方
小小的天地里，民生大
街小学用党建引领教育
教学，推动着课堂教学
水平的提升，也温暖着
每一个学生、家长。

在济南十
六里河中学，全
校4 8位党员是

学校发展的中坚。学校通
过一个个党建活动，增强
着凝聚力，也汇聚着干事
创业的动力，党员模范引
导，全校集体学习进步。
围绕着学生发展的中心，
济南十六里河中学也寻
求着学生、老师、学校的
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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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大街小学足球队老师指导学生训练

十六里河中学老师准备送考生去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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