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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的“红色课改”

奋奋斗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白宏太 □周书贤

两部委部署做好
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招聘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 央 、国 务 院“ 稳 就 业 ”“ 保 就

业”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策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

作的通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充实基层教师队伍，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

《通知》从统筹高校毕业生

就业和教师招聘、摸清岗位需

求并重点补充紧缺学科教师、

科学合理设置招聘条件、深入

实施“特岗计划”、创新教师招

聘办法五个方面明确教师招聘

举措，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从

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通知》指出，要落实基层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斜政策，

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更多高校毕

业 生 到 基 层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任

教 。 要 摸 清 城 镇 乡 村 不 同 区

域、不同学校的岗位需求，精准

招聘所需学科教师，特别是要

按照国家要求和学校需求，有

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音乐、

体育、美术、科学、劳动、特殊教

育等紧缺学科教师招聘补充，

重 点 加 大 幼 儿 园 教 师 补 充 力

度，加大力度补充普通高中紧

缺学科教师。

《通知》指出，要科学合理

设置招聘条件，确保教师招聘

质量，严格“持证上岗”。要深

入实施“特岗计划”，一次性招

聘未完成计划的省份，可以按

规定依次递补聘用或组织二次

招聘，保证招聘完成率。要创

新教师招聘办法，可适当放宽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

中小学幼儿园招聘条件，强化

乡村振兴人才保障。

《通知》强调，各地要尽快

启动教师公开招聘工作，通过

多种途径广泛推介招聘信息，

优化做好公开招聘报名、考试、

考察、体检等工作，确保如期完

成教师招聘任务，实现教师招

聘与稳定毕业生就业目标。

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会

同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

召开 2021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招聘工作推进视频会，就贯彻

落实通知精神，指导各地认真

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

聘工作，稳保高校毕业生就业

进行了工作部署，各地工作有

序推进。 （师闻）

本报讯（记者 康丽） 如何从源

头上提升教师队伍教书育人的能力

水平，近日，教育部印发《中学教育专

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等五个文件（简称《能力标准》），明确

要求建立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制度。

记者了解到，《能力标准》共五个

文件，分别是《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小学教

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

行）》《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标准（试行）》《中等职业教育专

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

标准（试行）》。每个文件提出四大能

力，即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能力、

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第一部分为师德践行能力，包括

遵守师德规范、涵养教育情怀两方面，

强调知行合一，从知、情、意、行等方面

引导师范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

成为“四有”好老师。

第二部分为教学实践能力（其中

学前教育专业为保育和教育实践能

力），主要从掌握专业知识、学会教学

设计、实施课程教学（学前教育专业为

开展环境创设和游戏活动、实施教育

活动）等方面，对师范生教育教学实践

所需的基本能力提出了细化要求。

第三部分为综合育人能力，主要

从开展班级指导、实施课程育人、组织

活动育人等方面强调教育“育人为本”

的本质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四部分为自主发展能力，从注重

专业成长、主动交流合作两方面，突出

终身学习、自主发展以及在学习共同体

中不断提升专业水平的意识和能力。

为什么出台《能力标准》，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说，教师是教

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教师资格考试制

度改革对于严把教师入口关、提升师

范生培养质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 8 月，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进师范生免试

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建立健全教师教

育院校对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进行考

核的制度，加快推进允许教育类硕士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

认定教师资格。为深入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2020 年 9 月教育部

印发《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

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

案》，实施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

生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

得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要求实施免

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根据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标准，建立师范生教育

教学能力考核制度。

“出台《能力标准》，就是要进一步

加强师范类专业建设，建立师范生教

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推动教师教育

院校将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和大纲融入日常教学、学业考试和相

关培训中，提高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从源头上提升教师队伍教书育

人的能力水平。”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

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能力标准》研制

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毕业要

求”，按照“一践行，三学会”（践行师

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的

基本框架行文，融入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标准、考试大纲以及中小幼职特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相关要求，指导

各校加强师范类专业建设，提升师范

生教育教学能力水平。

教育部明确师范生教师职业四大能力

2018 年 7 月，正值南昌师范附属

实验小学建校110周年，学校的小杜鹃

艺术团为各界宾朋奉上一场美轮美奂

的演出。

演出落幕，台下有一群老人久久

不愿离去，他们眼含热泪，即兴唱起红

色歌曲、附小校歌……

学校教师好奇地上前询问，才知

道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的附小校友，

也是小杜鹃艺术团最早的一批团员。

“小杜鹃艺术团成立于1968年，当

年通过拥军联欢、传唱爱国歌曲，把一

颗红色的种子种在学生心中。”南昌师

范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易艳丹说，“一任

又一任校长、一代又一代师生，都把红

色革命文化教育作为不变的初心，让红

色基因融入中国儿童的核心素养。”

这是一种责任担当，又是一份情

感认同。在南昌这座英雄城，在这样

一所百年老校，教育者用他们的爱与

智慧，创造出深受儿童喜爱的“全员参

与、全程关注、全学科融合、全时空链

接”的红色文化教育生态。

一本手册带火的“网红打卡地”

在孩子上小学以前，楚悦妈妈像

许多80后家长一样充满焦虑：“时下一

个流行语叫‘鸡娃’，说明对于什么是

好教育，家长都很茫然和躁动。”

这也不难理解，当她第一次看到

孩子带回一本《FX乐玩手册》，下意识

有点烦躁：“要参观这么多景点，孩子

哪有时间？”

楚悦妈妈说的手册，是一本红色

封面薄薄的小册子，列出了南昌市的

20 多个红色革命场馆、博物馆、图书

馆，让家长在节假日带孩子去参观。

“FX 既代表附小，也寓意发现、分享。

每参观一个景点，要记录下感受，还要

签章。”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少先队

大队部总辅导员陈璐解释说。

尽管起初有些不情愿，但孩子的成

长变化让楚悦妈妈深受触动。“孩子从中

了解到真实的历史，懂得了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许多人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特别是在许多场馆，看到穿着附小

校服的高年级学生在做红领巾讲解员，

楚悦很羡慕，她的理想也从做一个漂亮

小公主变成了努力当上红领巾讲解员。

看得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活

动引导，家长们懂得了什么才是对孩

子更有价值的教育，同时也更加乐意

参与到学校的教育活动中来。

“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导弹之

父’是谁吗？”在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

学玉泉岛校区的“家长讲堂”上，从事

电台播音主持的学生家长万女士正在

讲述钱学森的故事，台下坐的都是报

名小讲解员的学生，他们必须通过学

校一系列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我已经做了 3 年小讲解员，为了

讲好南昌起义的故事，我课外看了许多

历史书。”六年级学生董竹青自豪地

说。第一次走进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面对观众怯生生的她，如今已是省内、

国内演讲比赛中的常客，刚刚还在全国

少工委拍摄的网上主题队课中出镜。

“每次听完我的讲解，观众还会问

许多问题，碰到不会的问题，我就回来上

网查询，或者请教老师。”小讲解员的历

练让五年级学生刘景科爱上了社会志愿

服务，他还和妈妈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

节假日经常到社区关爱孤寡老人。

如今在学校，一共有600多位小讲

解员活跃在全市各大红色革命场馆。

而他们自身的成长变化也启示家长去

关注分数以外更重要的东西。

让家长万女士感触颇深的是，今年

春节，学校给孩子布置了一份特殊的红

色寒假作业——寻访身边的英雄模范

人物。在社区的党员活动室里，一位87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给孩子们讲述参加

抗美援朝的经历：在炮火中坚守阵地、

火线入党、受到毛主席接见……这些珍

贵记忆让孩子们听得入了迷。

提及这份红色寒假作业，玉泉岛

校区大队辅导员朱绮说：“这是我们给

一年级孩子布置的寒假小课题，要成

为少先队员，必须完成好这份作业。”

寒假里，小杜鹃管乐团的孩子开

展了“我们的国歌”小课题研究。“他们

虽然经常演奏国歌，但国歌的词曲作

者是谁？国歌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

的？许多孩子都不知道。”管乐团指导

老师万义欣说。

师生们一起观看红色电影《风云

儿女》，又上网查询资料，他们还带着

手抄报走上街头访问路人：“叔叔，您

知道国歌的词曲作者是谁吗”“阿姨，

请问国歌的原名是什么”？

“你们的研究太有意义了！”受访者

纷纷为孩子们点赞。经过调查研究，孩

子们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

“我们既要唱奏好国歌，还要做好国歌宣

传员，让更多人了解国歌、为祖国自豪！”

类似的教育活动，在学校还有许

多。“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们设计推

出了一系列红色革命教育的主题活动，

包括完成100个红领巾小课题、寻访100

位英雄模范人物、培训100位红领巾讲

解员、拍摄100部红领巾Vlog、播出100

个红色小故事……”朱绮介绍说。

如此系统化、多层次的教育设计，

营造了一个磁力强大的红色革命文化

学习场，而这个磁场的半径还在不断

向周围延伸、拓展。

“我们的乐玩手册就像一本红色

打卡地图，让各个红色革命场馆都成

了孩子节假日最爱去的‘网红打卡

地’。”班主任席文骅笑称。

一切像盐溶于水般自然

作为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叠山

路校区的一名青年语文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黄茜曾经遇到一个困惑：

“课本中一些作品，像方志敏的

《清贫》、反映抗美援朝的《青山处处埋

忠骨》等，可能年代有点远，孩子们很

难有真切体会。”

怎样让红色革命文化贴近现代儿

童？几年前，学校开设了一门四季

“节”奏融合课程，黄茜从中找到了灵

感：“起初是结合传统二十四节气进行

学科拓展，后来我们想到，这个‘节’也

可以指中国人的气节、节操。”

不久后的一节融合课程，课堂上来

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年近90岁的抗

战老兵印余生。当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印

爷爷走进教室，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呼。

印余生12岁就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过淮

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他绘声

绘色的讲述深深地感染着孩子们。

印余生讲完，孩子们把他团团围

住：“爷爷，您见过日本鬼子吗”“爷爷，

打仗时您害怕吗”？面对这些孩子气

的问题，印爷爷笑了：“我是一名战士，

再难的战斗也要冲锋在前。”孩子们禁

不住报以热烈的掌声。

没想到，一周后一个叫肖雅宸的

孩子来找黄茜：“老师，我有一件礼物

想送给印爷爷。”“礼物？”黄茜一愣，孩

子从身后拿出一件物品：“你看，这是

我做的瓷板画作品。”黄茜接过一看，

不禁心头一热，瓷板画上画的是在一

棵梧桐树下，一群孩子正围坐在树下

听老爷爷讲故事。

“瓷板画是南昌的一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把这

门民间技艺引进校园，勉励孩子要像

瓷板画一样经受住高温淬炼，革命精

神永不褪色。”在学校教授瓷板画的校

外教师李凌波说。

自然如水的教育，让红色基因悄

然融入孩子的精神血脉中。如今的南

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已经编制完成一

张完备的红色课程图谱，而如何在教

学中做好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与渗

透，考验着教师的智慧。

“同学们，你们听过潘冬子运盐的

故事吗？革命时期，红军被困在山上，

聪明的潘冬子想了一个办法，和爷爷

一起为红军送去了宝贵的食盐。”

这是教师张越群一节课的开场白，

仅从这段话能猜出他教什么学科吗？思

政课，语文课，还是历史课？答案出乎许

多人意料，他是教小学科学课的。

“三年级上学期讲到‘溶解’这一

课，原来的教学导入是做食盐溶于水的

小实验，但这个实验学生其实早就知道

了。”怎样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呢？想

到潘冬子的故事，张越群眼前一亮。

果然，这个不一样的教学导入让

学生大为好奇。张越群接着往下讲，

原来，潘冬子先让盐溶于水，把盐水倒

在棉衣上晒干，从而躲过哨卡的检查，

上山后再把棉衣放在水里揉搓，把水

倒进锅里煮干，锅里剩下的就是白花

花的盐了。

学生们恍然大悟，张越群这才言

归正传：“潘冬子用的办法啊，就是我

们今天要学的溶解和蒸发的知识。”

别出心裁的教学导入，一下子点燃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更重要的是，红色

精神也潜移默化地沉淀在学生的心底。

“红色革命教育应该像盐溶于水一

样，通过实践认知和情感体验，内化为孩

子的精神素养。”张越群深有感触地说。

也因此，在这个校园里，红色精神

像空气一样，与孩子的生活水乳交融般

地弥漫着、流淌着。

一节历时一年的全校“大课”

正是南昌市下班高峰，熙熙攘攘

的地铁站里，一个女孩伫立在电视大

屏幕前，久久不愿离去。

电视里播放着南昌“爱心厨房”的

故事：年过六旬的万佐成、熊庚香夫妇

坚守 18年，在医院附近提供“1元共享

厨房”，让病患能够尝到“家的味道”。

这个女孩叫吴欣妍，是南昌师范

附属实验小学香溢花城校区五年级学

生。开学初，学校少先队组织了红色

寻访系列活动，吴欣妍和小伙伴来到

“爱心厨房”，聆听万佐成夫妇讲述他

们的故事。此后的江西省红色故事讲

解员大赛上，吴欣妍代表学校参赛，动

情讲述寻访“爱心厨房”的故事。“就是

身边这些普通的人，他们微小却温暖

的行动，让我们看到红色精神的传承，

也让我懂得长大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的人。” （下转2版）

红色革命文化教育如何入耳入脑入心，融入儿童生活全过程、全时空，成为新时代儿童的成长正能量？在江西省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教育者以不变初心与创造智慧，让红色基因融入立德树人的鲜活实践，创新实施革命文化教育，引导孩子“做一个温暖明亮的现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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