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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职条件及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好，

中共党员，遵守宪法、法律，无违法违纪行为，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教育管

理及教学业绩突出，公正廉洁、作风民主、团结

合作。

3.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及以上职

称，15年以上中学教育教学经历，年龄在 55周

岁以下。

任职经历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四川省内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

省外相当于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副校

长及以上领导。

（2）四川省内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

省外相当于四川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校
长。

（3）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获评特级

教师、省级中小学名校长(教书育人名师)、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中小学名校长

工作室领衔人等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人才称

号其一的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校长或四川

省内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四

川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副校长。

4. 在满足上述任职经历之一的基础上，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不受年龄限制：（1）具有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岗人员。（2）获评特

级教师、省级中小学名校长(教书育人名师)、省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中小学名校

长工作室领衔人等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人才

称号其一的在岗人员。（3）四川省内一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一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任职 5年以上的在岗校长或曾任四川省

内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一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校长 5 年以上且退休不满 3
年的人员。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年龄和任职年限计算时间截止2021年3
月1日。

二、相关待遇

1.基础综合年薪 40 万元人民币(税前，含

“五险一金”个人部分)，年度考核绩效最高 30
万元人民币。

2.在编人员可入编西华师范大学，并根据

《西华师范大学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可任命或提拔为正副处级领导干部。

3.视情况安排配偶工作。

4.聘用期内安排两室一厅过渡住房1套。

5.实行聘任制，一个聘期三年，其中试用期

一年，工作业绩良好，可连续聘任。

三、报名及其他事项

1.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
日17:30。

2.报名方式、报名材料清单及招聘程序等

未尽事宜请登录西华师范大学网站（www.
cwnu.edu.cn）查询并以网站招聘公告内容为

准。咨询电话：0817-2568717，0817-2568161。
3. 本公告由西华师范大学校地合作处负

责解释。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是一所由南充市人民政府、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华师范大学三方共同打造的学校，学校占地面积达

120亩，建筑面积60000余平方米，周边环境优越，人文气息浓郁。学校将按照省一级示范校重金打造，立足南充，辐射西南，努力成为具备国内一流教

学设备、一流教学理念和一流教学管理模式的全省乃至全国一流名校。

为适应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附属中学校长1名。具体公告如下：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校长公告

2021年3月18日

2011年9月，何栋从西华师范

大学毕业后，如愿站上了大邑中

学的讲台，成为了一名高中数学

教师，兼任班主任。

初为人师的何栋很兴奋，形

容：“站上讲台就像将军一样，指

点江山。”然而，第一年教下来，他

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间的差距。

首先，学生和想象中的不一

样。第一届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的

接近一半，而且家长都很忙，导致

家庭教育缺失，反映到学生身上，

体现在思想上不追求学习进步，

行动上不认真做作业，沉迷于手

机、迷失于追星，家校沟通渠道不

通。

学科教学也遇到了障碍。“我

讲的很简单，学生听起来也很轻

松，可是讲完后学生却做不出题

来。一考试，学生的成绩和我的期

望相差甚远。”何栋说。

这些也是很多新教师面临的

共性问题。好在大邑中学针对青

年教师的成长问题，专门开设了

校内“研培班”，实行老教师和新

教师“师徒结对”，开展一对一帮

扶活动。

2012年，何栋进入了研培班，

和老教师李祥春结成了对子。何

栋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课，李祥

春的每堂课他都会听。听课前，先

自己备课，听完课后再修改，何栋

如此坚持了 3 年。比较之下，何栋

发现，李祥春的板书非常详细，对

解题思路分析透彻，“一例一练一

评”的讲解模式能让学生充分理

解课堂内容，而且整堂课知识结

构完整、思路清晰，学生学得相当

轻松。

“听课很有效果。”何栋说。跟

着师傅的模式，再建立自己的风

格，等到带第二届学生的时候，何

栋发现自己在教学方面做到游刃

有余了。

针对班主任工作，研培班也

有相应的培训。每月，学校都会请

骨干教师和名优班主任给青年教

师作经验交流和分享。何栋特别

提到优秀班主任叶艳琼的一次分

享，讲到对叛逆或性格暴躁的学

生，老师应先安抚学生，站在学生

的层面去理解他们，打开心扉和

他们成为朋友，建立起沟通的桥

梁，再适时抛出自己的观点，引导

他们，改变他们。

今年是何栋当老师的第十年。

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往往是一个青年成长最快速也最关键的

阶段。对何栋来讲，更是如此。这十年间，带了3届学生，他就像这个时

节的春笋一样，在百年名校大邑中学的滋养中，在教学一线的历练中，

迅速拔节生长，实现了从教学新手到骨干教师的转变，先后获得“大邑

教坛新秀”“成都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所带班级于2018年

被评为“大邑县先进班集体”。

回望这十年，何栋感慨良多，在教学生活中日益精进的，不仅是他

的教学技巧和经验，还有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对教书育人的热爱。

今年，何栋又开始带高一，和刚从教

时比起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教学生活。

他的心更静了。“当老师不能浮躁，

必须静下来，把教书育人当成一种奉

献。”刚做老师时，他形容自己有点“咋咋

呼呼”的，遇到事情先把学生吼一顿，然

后叫家长。带了3届学生，遇到过各种各

样的突发状况，培养出了他的一颗平常

心。现在遇到问题，何栋处理得更从容，

先稳定学生情绪，再想如何解决问题并

对学生有利。“改变学生，让学生向善发

展，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何栋说。

学生小云（化名）花钱大手大脚，借

了很多同学的钱。何栋听说后，找她谈

话，引导她换位思考：“如果你的爸爸妈

妈借了很多钱，你会怎么想？”“别人借给

你钱，你一直不还，别人怎么看你？”小云

想了想，说：“确实感觉到大家躲着我。”

何栋就引导她先向父母借钱，把同学的

钱还了，又教她节省开支，把父母的钱还

了。没有批评，也没有联合家长，何栋就

这样温柔和善、循序渐进地帮小云改掉

了乱花钱的习惯。

他做工作更细致了。刚开始讲课时，

何栋想的是怎么把课堂内容讲完，学生

成绩提高，“证明我很厉害”。现在上课，

何栋心里没有“将军”，没有“我”，想的全

是各种层次的学生：怎样给优生制定更

高远的目标，激励他们提高素养；中等生

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要有针对性的办法；

后进生要寻求改变，不仅成绩要提高，思

想、习惯也要转变，要发现他们的优点，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文科班级，还要鼓励

不善表达的学生上台演讲……

学生汪菲雨说：“何老师讲数学很

细，尤其注重基础知识，每道题每个步骤

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语文也好，经常

给我们分享文章，还会放一些正能量的

宣传片，激励我们。”

何栋的班主任工作也更细致了，以

前是全班一盘棋，学生迟到了就批评，现

在学生迟到，他会细心询问学生的情况，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他会借助

QQ群、微信群随时与家长联系，通过家

委会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办法。必要时

单独约谈家长，了解学生情况，共同商量

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家校沟通中也越

来越老练，获得学生家长的好评。

他对教育的情感更加深沉了。“在

学生身上付出的精力比自己孩子要多得

多。”“和学生打成一片，陪着他们读书，

感觉自己也像学生一般青春、阳光，他们

的快乐给了我工作的动力。”

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了。下一阶段，

他马上要加入大邑中学的“研修班”，修

心、修能，认真从教，提升教研能力。

“现在，我不仅把教书当一份工作，

还把它当一项事业。”何栋说。而且，他已

经看到了这项事业的美好前景。“看到学

校的老教师，做出了很多教学成绩，有很

多优秀学生，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桃李

满天下。”

“我喜欢教育这项事业。”何栋再次

肯定地说。

植物成长需要阳光雨露。青

年教师的成长，只有老教师的言

传身教是不够的，还要在学生身

上得到实践锻炼。

2017 年夏天，何栋就遇到了

一个特别的学生——大龙（化

名）。大龙身材偏胖，体重超过两

百斤，而且脾气暴躁，经常对母亲

发脾气。何栋有心帮他改变，把他

叫到办公室谈话，问他想不想改

变现状，大龙说：“想，但改不了。”

何栋对他说：“慢慢控制，我可以

陪你锻炼。”

何栋帮大龙制定了一周的饮

食和锻炼计划，每天陪他在操场

上跑步。一个月后，大龙欣喜地对

何栋说：“老师，这一周我减掉 5
斤，这是我以往吃药拉肚子一个

月才有的效果。”坚持了3个月后，

大龙的身材有了很大转变。何栋

又找到他：“身体控制住了，脾气

也要控制。”他建议大龙体谅父母

的辛苦，试试用温柔和善的态度

和父母相处，大龙答应了。那个周

末，大龙父亲给何栋打电话：“孩

子这次回来怎么变了一个人？”返

校后，大龙对何栋说：“我感觉家

里氛围都变了。”何栋笑着对他

说：“你付出一点爱，父母就会回

应你很多爱。”毕业时，大龙体重

降到了 170 斤，考上了本科，他父

亲对何栋说：“太感谢你了。”

大龙的转变也让何栋学到了

很多。“其实，改变他也在改变我。

管理学生不要老师树立多高威

严，去吼他们，而是要贴近他们的

心，然后站在该有的台阶上引领

他们。”何栋说。

“和学生做朋友”，不仅是老

教师的经验传承，也是何栋的自

主选择。“我读书时，初中和高中

的老师都是男老师，十分威严，我

就很怕，现在我自己做了老师，就

觉得自己不能那样。”

如何和学生成为朋友呢？何

栋说：“很简单，放下架子就行。”

站在学生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和

他们聊天，“你靠近他，他就靠近

你”。

何栋发现，很多时候，学生对

学校、学科抱有恐惧心理，但如果

哪科老师对学生好，态度亲切，学

生就会觉得那门课也没有那么可

怕，就会愿意学，所谓“亲其师信

其道”。数学学科尤其明显。正是

因为他的亲切和善，学生经常主

动做题，遇到不会的就问他，平时

在教室里问，假期就在微信上问。

1
跟着师傅
听了3年课

2
“改变他，
也在改变我”

3
“不仅当一份工作，
还要当一项事业”

■ 本报记者 郭路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讲台上的“将军”到课桌旁的朋友
——记大邑中学青年教师何栋

何栋和学生愉快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