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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冠军入驻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天府新区开启体教融合改革新模式

多元路径支持教师发展
天府一小让每位教师都能享受成长的幸福

近日，四川省优秀运动
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
教练员入职仪式在成都市天
府第四中学举行。据介绍，目
前四川省共有344所学校提
供372个体育教练员岗位需
求，截至9月5日，已有102名
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与12
个市（州）的29所学校以及天
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签
署了《用人意向协议书》。
入职仪式上，天府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
荣华作了发言。刘荣华表示，
近年来，天府新区加快省级
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新开办中小学、幼儿园77所，
新增学位7.4万余个，全域多
校划片、订单式课后服务、公
民融合的集团化办学等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女子曲棍球
队荣获全国冠军3次，2020
年基础教育社会公众满意度
居成都市第一位。天府新区
加快省级体教融合改革试验
区建设，创新体育教师共享
机制，首批吸纳148名奥运冠
军、世界冠军、优秀退役运动
员和体育教师入驻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华阳中学、天府四
中、天府五中、天府七中，9月
1日开始“排课走校”。第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后，还将持续
广纳一大批冠军人才、优秀
退役运动员进学校，开齐开
足开好“每天一节体育课”，
提供高质量、多元化“5+2课
后延时服务”，创新体制机
制，深入落实“双减”及“五项
管理”相关工作，为推动青少
年健康教育打造新区样板、
探索新区经验。

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教育卫健工
委书记，社区治理和社事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广表示，当前，新区还厘清了体
育教师共享中心的经费问题，简单来
说就是学校选择，政府来买单。此举也
极大地鼓励了学校对体育教师共享中
心的选择热情。实际上，体育教师共享
中心发挥的功能远不止专业体育课程
和个性化订单式的课后服务，其中共
享理念也将提升新区教师的积极性。

“循着‘把世界冠军请进校园’的路径，
下一步，我们还将把音乐大师、美术大
师、画家等请进校园，让孩子们切实体
验到美感，真正把美育和体育两者相
结合，实现‘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

据了解，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已经全面收集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课后服务体育项目需求，覆盖区域50
余所学校，6万余名学生，学校将享受
订单式、个性化、多样化体育特色课

程服务，充分激发中小学生体育兴
趣，培养学生体育技能。同时，体育教
师共享中心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
将探索以体育特色课程课后服务为
载体，来培养学生体育认知、心理品
格、坚强意志等核心素养和关键能
力，进而构建体育后备人才发现培养
机制，为天府新区乃至成都市、四川
省和全国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天府新区的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不仅有政策支持，有改革试验，更有在
地化的操作机制，尤其在课后服务板
块，将区域统筹、学校需求、学生成长
等充分结合，将教育供给侧改革、需求
侧改革有效、高效衔接，必将快速构建
形成立德树人、五育并举，让每一位学
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体
育教师共享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张瑾

图据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

天府新区从2020年秋季起，推行
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2021年秋季，
首批在华阳中学、太平中学、天府五
中、天府三中、天府实验中学、正兴中
学、白沙中学、华阳实验小学、锦江小
学、南湖小学、万安小学等11所试点学
校实行，55名体育人才加入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进入体育常规课。

“每周15节课。新的环境，新的

学生，感觉很好，适应不错。”当问
及这几天上课的感受时，在华阳中
学教学的排球退役运动员老师毕显
皓说到。“我2017年拿到教师资格
证，因为我始终认为体育、教育不
分家。体育同时也在教育人，体育
不仅强健身体，更强健人格，强大
自己的头脑、内心、身体，让学生寻
找最好的自己。”毕显皓坦言，“上

课时，学生比较信任我。我从身体
力学、营养学、训练学等方面，锻炼
学生综合素养”。

毕显皓对体育和教育的理解很
深刻，据他介绍，他曾专门向国外的
体育专家学习了3年，让他感受到了
体育和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退
役运动员有责任去通过体育教学，让
更多学生强健体魄、健全人格。

据了解，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于
2021年4月9日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切
实做好我省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
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后，四川天府新区第一时间响应，积极
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创建体育教师共
享中心，广纳体育人才到学校“多点执
教”，推行全区“排课走校”试点。

2021年7月17日，四川省体教融合
改革试验区授牌仪式暨四川天府新区
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发布会在天府新区
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上，天府新区社

区治理和社事局与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体育学院、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签订合作
协议，体育教师共享中心与新区五大教
育集团、体育协会代表签订协议，正式
开启体教融合改革新模式。

随后，8月5日，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发布人才招募公告。8月24日，开展招聘
面试，遴选优秀体育教师100名。8月25
日，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举行省优秀退
役运动员双选会，现场签约25名。8月26
日-28日，举行125名体育共享教师实训
考核培训会。8月30日，学校体育教师双

选会召开。9月1日，体育教师进入学校
教学。9月7日，四川天府新区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法人证书办证成功。

据悉，目前首批担任天府新区体教
融合导师的奥运和世界冠军有8名，包括
花样游泳世界冠军蒋文文、蒋婷婷等，首
批与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签署

《用人意向协议书》的优秀退役运动员有
58名，还有10名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
与华阳中学、天府四中、天府五中、天府
七中签署了《用人意向协议书》，占四川
省签约的102名优秀退役运动员67%。

58名优秀运动队退役运动员
与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签署协议

实行中小学每天1节体育课
优秀退役运动员已进入学校体育常规课

落实“双减”有关部署
共享体育教师极大丰富学校课后服务

今年秋季，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
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其中，
推进课后服务是支撑实现“双减”工作
目标的重要举措，“双减”的核心是发挥
学校主体作用，为学生提供基于学生个
体兴趣爱好的个性化、订单式课程选
择，让学生愿意学、学得快乐。

暑假期间，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
享中心为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多样化
开展，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据了解，天
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充分发挥
区级平台效应，在课后服务版块，连
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20余个
奥运项目，10余个非奥项目，10余个
中华传统体育项目课程服务，来满足
中小学生体育多样化需求。

为体现学校课后服务学生个性化
需求和体育教师共享中心供给的精准

对接，天府新区倡导课后服务“5+2”的
“2”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小时
提供学业、作业辅导，第二阶段，1小时
全部开展非学业素质教育课程，且体育
特色课程不低于25%，也即每周五天有
75分钟的体育特色课程，约两节课。

值得一提的是，课后服务的体育
特色课程，充分嫁接体育教师共享中
心所具有的多样体育教师优势，建议
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经开展合作和
即将开展合作的体育校外培训机构及
教师，由学校把信息统计到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由体育教师共享中心统筹
统一进行管理和服务，有效实现一个学
校的资源共享到多个学校的同时，新区
对体育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也起到了
规范作用，概括起来就是培训上岗、政
府科学监管、家长消费更加安全放心。

美育和体育结合
下一步将把音乐、美术大师请进校园

四川省体教融合改革试验区授牌仪式

“袖盈书韵，笔飘墨香。博学善
思，方成蜀中才俊。身正业勤，能为
华夏栋梁。是以为天府小学校，蜀中
大雅堂……”近日，在四川天府新区
第一小学（以下简称：天府一小）“天
府一小·因你更好”教师节盛典上，
全校50余名教师成为盛典主角，聚
光灯下，老师们从特殊的颁奖嘉
宾--学生和家长手中接过属于自
己的那份专属荣誉。

坐落于兴隆湖畔的天府一小，
创建于2017年。历经4年发展，学校
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获得了
家长和社会的认可，并收获一众好
口碑和高人气，学生数量从最初的
63人增至现在的830余人，教师数
量从最初的19人增至现在的62人，
学校办学规模不断壮大。

天府一小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
呈现出蓬勃生机，得益于天府新区
这片广阔的教育沃土。从建校伊始，
学校按照创新体制筹建，而这样的
体制赋予了这所学校极大的灵活性
和创新性，即便没有编制，天府一小
仍如同一块“磁铁”，产生着强大的
吸附力，吸引着教育人才纷纷加盟。

人才来了，那么如何激发这些
教育人才的内生动力，考验的是管
理者的智慧。“无论是萌新老师还是
资深老师，他们来天府一小工作不
仅仅是来奉献的，更是来享受成长
的幸福的。”在学校相关负责人看
来，只有老师获得了成长和幸福，他
们才能将这种正向的感受传递给学
生，从而激发出促使学校发展的强
大生命力。

对此，天府一小为教师设置了
多种展示舞台，去发掘每个人的闪
光点，激发每个人的内生动力，同时
还将每位老师零散的成长经验，变
为了可复制的适用于不同类型教师
的成长路径，并形成《教师发展六年
纲要》，来支持教师专业发展，通过多
元路径，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使得他
们从专业型向复合型教师转变，最
终成长为“博雅教师”，并培育出有德
行、有理想、有行动的“活雅学生”。

天府一小专门设置有多种形式
的教师团队，比如学部、学科、项目、
活动等，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个负责
人，这个人也就是团队的“管理者”。
这样一来，学校的每一位教师就都有
机会成为“管理者”，从而获得带领团
队的经验，在引领团队进步的同时，
也得到自身的锻炼。

符丽是学校数学低段教研组长，
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外，她日常
还要带领6位数学老师进行集体备
课、教研、磨课、赛课等，既要在所属
领域上有所成绩，同时，还得思考如
何带队突破课题，激发团队活力。

“在日常教学中，如果有老师遇到
难题，我们会采取‘众筹’智慧的方式
来解决，大家一起探讨，一起出主意，
共同攻克难题，让每位老师都能感受
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背后
是有强大团队的支持，”符丽说，即便
是教师个人的赛课，同样体现了团队
的力量，“从课题方向选择，到课程打
磨等，团队每位教师都参与其中，通过
科学的分工，使教师各自发挥所长，这
样一来，不仅个人收获了成长，也让团
队得到了磨砺，从而变得更加优秀。”

那 么 如 何 当 好 团 队 的“ 管 理
者”？这是符丽常常要去思考的问

题。她认为，“管理者”首先是学校团
队文化的体现者和践行者，因此在团
队中，“管理者”要起到平衡、润滑的
作用，引导每一位老师融入团队，并
在团队中得到激励和成长，最终达到
团队整体的进步。

天府一小像符丽这样的“管理
者”还有很多。早在建校之初，学校就
师资团队培养建构系列顶层设计，通
过创设众多岗位，设置评判标准，不
断地激励教师成长。在这里，传统意
义上学校的行政干部其实更多的是
扮演了“助推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助力学校教师成长为“管理者”，且人
人都具备责任意识。

不难看出，天府一小培养教师的
逻辑实际就是助力教师从专业型向
复合型转变，最终成长为“博雅教
师”，即相伴学生，其身正堪楷模；专
业素养，其广博可润心；服务社会，其
良知亲孤贫。在学校相关负责人看
来，这样的教师才称得上是塑造学生
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方能结
合自身成长经历培育出有德行、有理
想、有行动的“活雅学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张瑾

图据天府一小

在这场盛典中，韦丽老师获得了
“天一·星光熠熠奖”和“乐于接纳·深
耕学术奖”两大奖项。从自己的学生
和家长手中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对韦丽来说，这是一份肯定，也是一
份责任和嘱托。

来到天府一小之前，韦丽曾在某
知名公办小学任教7年，是一位教学
经验颇丰的成熟教师。“在天府一小，
虽然工作比以前要忙碌一些，但忙碌
带给我的不是疲惫，而是从成长中获
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韦丽透过一
件令她颇为感触的事，来说明了成长
的无处不在。

刚到天府一小任教时，作为一名
有经验的老师，带领班级学生进行教

室环境创建本是一件简单的事，韦丽
于是基于自身经验，习惯性地让孩子
们自由发挥，并没有过多思考。“但谢
校长有天问了我几个问题，让我意识
到我对这件事的认识是不够的。”韦
丽说，谢校问她：环创的意义是什么？
想给孩子们传递什么？想要达到的教
育目标是什么？校长先是接连发问，
而后帮着她细细梳理，这让韦丽认识
到，即便是环创这件小事，作为老师，
也要去思考其背后的教育价值，而不
是局限于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

“这样的点醒和突破几乎每天
都在发生，它可能来自学校管理层，
也可能来自周围的同事。”韦丽说，
几年下来她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

专业提升。
当然，这样的专业提升并不都来

自零碎的积累。天府一小非常注重教
师的职业规划和专业成长，对此，学
校将每位教师零散的成长经验，变为
了可复制的适用于不同类型教师的
成长路径，无论是像韦丽一样的成熟
教师，还是应届毕业的萌新教师，都
能在天府一小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其得益于学校所构建的《教师六年发
展纲要》，它从入格、合格、升格三个
档次层层递进，明确教师队伍建设标
准，循序渐进地引导每一位教师成
长，使得教师不断通过学习实现自我
升值，最终成长为能胜任不同岗位的
专业型教师。

天府一小，每年会举办两场大型
盛典，一场属于学生，一场属于教师。

在教师节盛典上，多才多艺的
老师们活力满满，歌曲串烧、舞蹈展
示、诗歌朗诵……精彩的节目表演
让现场掌声不断。不过，颁奖才是盛
典的重头戏。

聚光灯下，全校50余位教师在不
同的颁奖环节依次走上舞台，从特殊
的颁奖嘉宾——学生和家长手中，接
过了属于自己的那份专属荣誉。据介
绍，天府一小教师节盛典奖项一共设
置了六个类别，包括“天一·扎根教育
奖”“天一·星光熠熠奖”“天一·合力
向上奖”“不惧挑战·深耕学术奖”“激
荡脑力·深耕学术奖”“乐于接纳·深
耕学术奖”，它们采用“金字塔式”的

梯度设计，既囊括了学校所倡导的
所有教师工作的嘉奖方向，同时也
体现了学校的团队文化。

例如“星光熠熠奖”，它属于“金
字塔”底端的基石，旨在发掘和嘉奖
每一位教师身上的闪光点，来激发
教师的内生动力。往上走，是“合力
向上奖”“深耕学术奖”“扎根教育
奖”等，旨在引导教师团队协作、专
业成长、攻坚克难，最终一心一意地
扎根教育。

“扎根是‘金字塔’顶端的荣誉，
是学校团队文化的最终引领。”相关
负责人表示，学校希望每一位成长
起来的教师都能够扎根教育、扎根
一小，从而为教师队伍留住更多优
秀的人才。当然，盛典上的嘉奖，其
核心是为了激励，激励教师个体成
长，也激励团队共建共享，这也是创
新体制学校的优势所在，该负责人
将这样的优势和学校的做法比喻为

“一列动车”，“普通火车主要是靠车
头输出动力来带动其它车厢行驶，
但在我们学校，教师队伍是一列动
车，它的每一节车厢都能产生动力，
从而促使列车能够实现平稳高速地
行驶。”

发掘每位教师的闪光点 激发教师内生动力1

构建《教师六年发展纲要》提升教师专业性2

让教师成长为“管理者”让幸福得到延续3

天府一小学生为老师们颁奖

荣获“天一·扎根教育奖“的教师留影 天府一小教师节盛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