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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

每个人的梦想都
值得被托付

近三年来，武侯区年均教育投

入逾 15亿元，占区级财政支出比例

20%左右；同时，教育改革成效显著，

率先实施“两自一包”、校长职级制

等教育改革，获评“全国教育综合改

革试验区”。一个“结构合理、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的武侯教育生态已

经形成。此外，武侯区创新选人用

人模式，让更多人愿意选择“教书在

武侯”，将自己的教育梦想托付给武

侯。

2019 年，周萧野在清华大学完

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业，开始找工

作。名校硕士，找工作其实不难，很

快她在一家 500 强企业开始实习。

但实习中，一方面，她发现工作和自

己专业对口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作

为川妹子的她还是想回到家乡工

作。

要对口自己所学的日本语专

业，同时要加入一个具有创新性或

者有创新潜质的单位。这是周萧野

回川找工作时自己坚持的两个原

则。她到处查询和走访，最终将目

标锁定了武侯区的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成都附属中学，理由很简单：武

侯区“两自一包”改革学校，扁平化

管理，是她很认同的模式；开设小语

种教学，跟她的专业很对口。

如今，周萧野是北二外成都附

中的一名日语教师，同时还在学校

教导处负责社团工作。一年多的教

师职业生涯，带给她的感触和收获

都很多。在她看来，自己改变最大

的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识。一方

面，许多专业的培训和活动，让她认

识到中学日语教育的发展路径，也

看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而另一方

面，她深刻理解到“教学相长”这个

词的意义，学生常常带给她很多幸

福感。而在学生心中，她也是“温柔

又负责”的小太阳，她的每一节日语

课都成了学生的期待。

“当时也许是基于专业的要求，

我选择了来北二外成都附中教书，

如今看来我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

择。”周萧野说，入职的这一年多时

间是她和教育、和武侯的初相识，未

来还很长，故事会继续。

和周萧野一样，梁慧杰也是

2019 年加入武侯教育这个大家庭

的，但不同的是，当教师是她职业生

涯的一个大转折：放弃银幕前光鲜

的主持工作，选择在学校当一名教

师。

转行从教的路并不太顺，如何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学校，是一个

难题。从媒体离职后她曾在一所民

办学校短暂工作过，但总觉得“气质

不合”。虽然刚刚进入教育行业，但

梁慧杰对教育有情怀，对教育本真

的追求也深深在她心里扎根。重新

选择一所学校，纳入了梁慧杰的日

程。

一天，她听说沙堰小学在招聘

教师，看了看介绍，她觉得很满意，

但从媒体行业出来的她并没有立刻

投递简历，而是开始了一场“调查”。

“我问了保安，问了学校的老

师，还问了家长。”梁慧杰说，当时自

己假扮成家长，来学校外面观察和

询问。至今，她都还记得当时校门

口的保安对她说：“我觉得这个学校

好呀，娃儿们每天蹦蹦跳跳的，高兴

得很啊。”这句话，让她坚定了一大

半的心。后来，她又问学校的教师，

当听老师告诉她：“如果你想在个人

专业发展上有所成长的话，这所学

校是个好选择。”

最终，梁慧杰通过层层考核进

入了沙堰小学。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专业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如今，还

成了该校二年级的年级组长。而在

武侯教育这一年的滋养里，她终于

打破自己以前对公立学校“传统”

“刻板”的认识，她发现，教育其实在

武侯很“潮”、很时尚，而学校就像

“家”一样温暖。

无论职业生涯的起点，还是转

行后的再出发，近年来，这样的故事

在武侯教育系统里屡见不鲜。他们

因为梦想而来，择这片土壤而栖。

关于成长

每一份努力都会
被看到

近年来，武侯区以“德能兼备”

为标尺，培育“领军人才”，培养“教

育能手”，铸造“德高之师”，努力构

建教师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着力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通过改革教师培训体系、

探索健全职称制度体系等方式，拓

宽了教师专业发展空间和成长路

径。“发展在武侯”成了武侯教育人

的共同追求，而在专业发展上武侯

教育人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当代著

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加德纳（H.
Gardner）于 1983 年提出来了的，被

许多教育领域认为“多元智能理论

是对素质教育的最好诠释”。而就

在 2017年，武侯教育与加德纳就有

了一次美丽的邂逅。

2017 年，沙堰小学的教师们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学校的多元智

能测评分析报告以邮件的形式发给

加德纳，让老师们欣喜的是，加德纳

回复了邮件，并对沙堰小学能够在

学校教育中运用他的理论表示感

谢，同时也给学校提出了宝贵的建

议。从此以后，沙堰小学老师们与

加德纳的交流成为一种常态。每年

学校完成测评后都会跟加德纳请

教，老师们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一

些困惑也能积极向教授请教。

“以前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研

究过，没想过能与加德纳教授直接

对话交流。”何汶娟是一个有着20多

年教龄的老师，2019 年才进入武侯

教育。如今是沙堰小学教师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在武侯区从教的日子

里，她发现武侯教育非常有创新和

学术研究的氛围，很开放、很国际

化，对每一位老师来说，都有着很好

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四川大

学附属中学西区实验学校教师涂翠

萍获得了“成都市教坛新秀”的荣誉

称号，这被她看作自己教师职业生

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达成。

2015 年，从四川师范大学数字

媒体专业毕业的涂翠萍成了川大附

中西区的一名教师。“没教学经验，

又是豆芽学科。”初涉职场，涂翠萍

感到的更多是茫然，更多的是束手

无策。恍恍惚惚中，学期过半。职

工大会上，校长胡平告诉老师们，无

论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要

“先有为，才有位”。这句话，忽然点

醒了涂翠萍。

自此以后，她暗自告诉自己，一

定要有所为，真正扎根这所学校，真

正在学校立足。涂翠萍开始不断地

找有经验的老师请教，从教研员到

其他学校的同行，她都去请教和交

流。一次培训后，她被“机器人”这

个研究领域吸引，经过一些学习研

究和思考，她向学校提出，组建川大

附中西区机器人训练队的想法。她

的这一想法很快获得了学校的支

持，很快给她安排专业的培训和学

习，同时邀请了一些专家进行指导。

然而，机器人团队的组建并不

容易，部分家长和老师担心影响学

业不支持，加上师资团队还未建立，

一个个难题都在考验着涂翠萍。

2016年5月，她终于第一次带领学生

报名了第十四届四川省青少年机器

人创新实践比赛，“功夫不负有心

人”，两个参赛队在四川接近70个学

校中脱颖而出，一队获得了创意闯

关项目的一等奖，另一队获得了Vex
工程挑战赛项目的二等奖。

机器人团队迅速走红全校，如

今更多学生愿意加入，现在，已经有

6 支训练队。而辅导教师团队也建

立了起来，生物、体育、信息技术有

兴趣的教师都可以加入。涂翠萍还

和同事们一起，将相关内容开设成

学校的分类课程，让更多的孩子能

够接触这个领域。

如今，除了自己的教学和专业

工作，涂翠萍还担任着学校创新研

发中心的副主任。5年的成长，让她

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她相信在

武侯教育中，只要努力，就会被看

见。

关于收获

每个幸福的瞬间
都让人铭记

从 2013 年起，武侯区积极实施

全员阅读计划、全员健康计划、心理

关怀计划、营养餐计划“教师四项关

爱计划”。2015年起，实施教师教育

生涯回顾展、教师个人才艺风采展、

教育教学成果发布、教育思想报告

会和武侯教育沙龙“五项职业幸福

行动”，还推出“名师优师专项激

励”，探索实施“校长职级制”，着力

提升教师获得感，使得“幸福在武

侯”成了武侯教育人的共识。

再过一个月，棕北中学教师李

玫将告别职业生涯，开启退休生

活。当聊起从教 36 年来的点点滴

滴，李玫虽然感叹“岁月不饶人”，但

仍掩盖不了满满的职业幸福感。

作为教师，一方面的幸福感自

然来源于学生。去年，一位 2005年

毕业的学生辗转找到了李玫的联系

方式，电话接通，一声“李妈妈”，差

点儿让她感动得流下眼泪。和老师

联系上后，学生又带着水果、鲜花来

学校看望她，讲述自己这些年的成

长变化，和老师一起回忆初中时的

学习趣事，其乐融融。

另一方面，回忆36年的岁月，李

玫最感叹的还是自己在专业上得到

的发展，从武侯区优秀教师再到学

科带头人，每一步向前，都能让她收

获职业成就感。而这一切的成就，

都源于武侯教育有敬业、好学的氛

围和让老师安心幸福的土壤。

“很多幸福细节，都在武侯教育

人的眼里和心里。”每天7点20，学校

食堂的营养早餐就开始供应。学校

为老师提供早餐，解决了很大的问

题，让老师们早上能够安心地好好

吃早餐。每年都有健康体检，还特

别关注老师们的心理健康情况……

说起作为一名武侯教师的幸福，除

了待遇、激励机制这些政策外，李玫

认为很多细节走进了老师的心里。

“这几天，学校正在让我整理从

教生涯的一些资料，要给我做一个

职业生涯的纪念册。”李玫说，这是

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能够

慢慢地来回顾自己的教师生涯，是

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情。在棕北中

学每一位老师告别职业生涯时，学

校都会举行一场告别会和教师职业

生涯回顾展。在她看来，这是学校

对老师的充分尊重和肯定。

棕北中学校长丁世明习惯在手

机备忘录里，随时写学习笔记。比

如有看央视“开学第一课”的感悟，

有读书的心得，有对学校某项事务

的思考。而这个习惯，几乎每天不

间断。在她看来，教师和其他的职

业不一样，与时俱进几个字对教师

来说很重要。而在棕北中学，老师

们也都将每一次学习和培训都当成

福利。

“武侯教育的生态是这样的，推

着你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所以，

要不断地学习。”

丁世明说，作为一名管理者，其

实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如何服务，如

何让老师和学生幸福地在校园里生

活、学习和成长。

温暖和情怀，是丁世明概括的

武侯教育的关键词。因为有情怀，

所以愿意深耕专业，追求教育的深

度、高度。而因为温暖，才让每一位

教育人被看见、被尊重，获得更好地

发展。

（禾苗 图片由武侯区教育局提供）

——成都市武侯区教师队伍成长的故事

因梦而聚因梦而聚 为爱前行为爱前行

“教育是立区之本、兴区之要。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在成

都市武侯区，这是一句常常能听到

的话。它会出现在每一次大大小小

的会议里，也会出现在每一次亲切

的恳谈中。然而，它又不仅仅只是被

“听到”，它还出现在武侯区一项项

创新的改革里，一条条为老师谋福

利的政令中。它悄然地融入每一所

武侯的校园里，融化和流淌在每一

位武侯教育人的心中。

而长期以来，武侯区委、区政府

始终践行着这句话，始终把教育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更

是瞄准建设“中西部教育现代化核

心区”目标，努力为教育领先发展创

造良好的环境。从全国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到全国首个基础教育国际

化研究实验区，再到全国智慧教育

示范区……武侯教育发展的步伐清

晰而又笃定。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武侯教育每一次成就的取得，都离

不开每一位武侯教育人的辛苦耕

耘。而同时，每一位武侯教育人的成

长与收获，也离不开武侯教育这片

土地的孕育和滋养。又是一年教师

节将至，让我们来听听武侯教育人

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