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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校化学老师、中共党员蔡骘同志作

为广东省第四批援藏队队员，于2005年2月随队远

赴西藏，被派林芝地区第一高级中学工作。在西藏

工作期间，蔡骘同志克服困难、虚心务实，为林芝

一中的教育教学发展出谋划策，带去成熟优秀的教

育管理模式、教学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等新理念、新

方法，工作表现突出，备受当地教育部门、学校领

导教师的肯定与尊重。现摘录蔡骘同志援藏工作汇报，因限于篇幅，特分成两辑刊登。 

 

2006援藏工作汇报（上） 
◆ 蔡  骘 
 

   

广东省第四批援藏队于 2005年 2月下

旬提前进藏，适逢 200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

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在学习工作中，我进一步深刻认识到

坚持党的先进性，从来就是党能够得到最

广大人民信任和拥护的根本条件，是党生

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党员的先进性，归

根到底就是要看他为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所作的贡献。具体到每个党员

的先进性又主要通过在生产、工作、学习

和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出来。

对我而言，就是要让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

自己的援藏工作中得到体现。现将我在林

芝一中一年多的学习、工作情况作个汇报。 

    一、规范管理、和谐发展  

    我作为广东省第四批援藏队队员被派

往林芝地区第一高级中学担任副校长兼化

学教师。到校后，我和林芝一中的领导们

一起重新确定了林芝一中发展的长远目标

和近期目标，我们坚持以系统理论为指导，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学

校党政领导众志成城，既坚持制度管理，

更注重示范管理和情感管理，做到了思想

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工作

上同干，齐心协力谋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林芝一中克服了种

种困难，努力实践“以目标管理为龙头，

制度管理为基础，民主管理为中心，过程

管理为关键”的管理模式，将“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的思想渗透到学校的各项教育、

教学活动中。  

    在林芝地区教育局、林芝一中校党支

部和校委会的领导下，在广东省教育厅和

广东实验中学的支持下，我查阅了许多有

关学校管理的书籍，借鉴了广东省省一级

蔡骘同志（后排左一）与林芝一中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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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管理理念和办法，为林芝一中修改

完善了各处室的工作职责和相关规定，并

以此为基础重新修订了《学校管理规程》，

用一系列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强

化管理，使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使全

体师生能依章办事、依法治校。其中学校

教职工津贴发放的修改方案（后因国家财

务政策改变不能施行）和高三目标管理责

任制，对全校教职工原有“平均主义”的

观念冲击最大，争议也最多。因为在林芝

一中的发展历史上是第一次把经济利益和

教学业绩紧密联系起来，所以在实施过程

中压力很大，困难很多，但无论是地区教

育局的领导，还是学校的普通教职工都认

同改革的方向是都对的，是今后发展的必

然方向。 

    2005 年初，学校提出要不断深化完善

年级组的管理。我建议施行年级组负责制，

并在各年级组增设级务委员。根据我拟定

的年级组组长和级务委员的分工和职责等

条款，形成了学校的年级组工作职责条例。

年级组负责制赋予了年级组长应有的人事

权、分配权与奖惩权，增强他的责任意识，

同时也加大级务委员执行检查的管理力

度，使年级组管理更具实效性。学校采纳

了我的建议，第一次任命了级务委员，并

在年级开展了“流动红旗”评比。 

    二、科研兴校、特色强校 

    我是分管学校教研和现代教育技术的

副校长，我认为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是推动

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力量源泉。 

    １、健全组织制度，保证经费落实。  

    在教研方面，林芝一中采取的是“校

长领导�副校长主管�教研室具体负责”

的管理模式。在学校党支部和校委会的支

持和领导下，我建议重新划分学科教研组，

建立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

理等新的学科教研组，进一步规范教研组

织结构，明确相应职责。教研室应具体负

责学校的教育科研管理、师资培训及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的工作，在师生中开展丰富

多彩的各类学科竞赛，并组建多种形式的

学科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教师论文评比、

课件大赛、优秀教案评比等工作，使学校

教科研工作形成良性循环。教研室还应制

订出了比较详细的教师培训、评优、评先

及首席教师、骨干教师、教坛新秀培养，

课题管理、科研活动与教师队伍管理，成

果考核等制度。学科教研组要重新规范教

研活动，使教研活动有主持、有内容、有

成效、有记录，并积极推行年级备课组制

度，统一教学进度，共同研究教学问题，

共同制定有效的教学对策。  

    我还积极争取学校对开展教研活动的

经费投入，确保每位教师每学期有一定的

教研活动经费，只要有课题立项，学校保

证课题所需费用，对科研成果进行奖励。

我还建议并已出台了一系列对教师教研成

果的奖励办法，以激励教师积极主动参与

教学研究和课题探究。  

    2、全面推进信息化教育，强化优势，

争创特色。  

    由于林芝一中的现代教育技术在全区

属于领先位置，我建议强化技术优势，争

创信息特色。我建议把学科教学构建到信

息技术的平台上，探索出适合现代教育理

念和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课堂教学方法和

模式，促进信息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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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校多方筹集资金，为每间教室配备

了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更新了校园网服

务器。我带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老师设

计配置方案、完成设备的检测和验收。我

们还建立了信息化教育软件库和电子图书

馆，实现资源共享互访，进一步完善校园

网络系统。我校被授予了“中国基础教育

网络实验学校”的称号。 

    我还建议每个教师加强多媒体辅助教

学的学习和实践，每学期每个教研组都要

推选两名教师上一节校级多媒体教学展示

课，每一名教师都要开一节组内多媒体教

学公开课，每学期组织教师参加课件大赛，

提高课件制作水平。在教研室和我的积极

努力下，多媒体教学公开课和课件大赛都

已成功举行，全校教职工受益很大、反响

很好。目前我校 80%的教师能自己制作多

媒体课件，90%的教师能熟练操作现代教育

技术设备。在 2005年全国多媒体教学软件

大赛中，我校有一位教师荣获“优秀奖”。 

    3、增强教学反思意识，加强教研课题

研究。  

我认为课题研究是学校教研工作的核

心，因此建议每个学科都必须要有校级的

教研课题，大部分教师都必须参与。因为

学校的教师以前不重视参与教研课题，所

以这一建议的施行困难很大，老师们的抵

触情绪也很大。我一方面不厌其烦、反复

说理，另一方面不断激励老师们积极参与

教研教改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学校大

部分教师在思想上有所转变，10%以上的教

师亲自参与了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或课题，

如“电教手段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多媒体英语教学实验”、“数学自学教学

辅导法研究”等。去年 11月，教研室收集

了我校教师近年来发表的论文，编著出版

了《教苑撷英》论文集。 

    ４、重视年轻教师的成长，青出于蓝

胜于蓝。 

    在地区教育局的支持下，我实践了新

教师选聘办法，通过人事考察、笔试（学

科测试）、面试（说课）等环节，选拔优秀

的应届毕业生和县中年轻教师调入我校。 

随着我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师资

队伍出现年轻化的现象。在校党支部和校

委会的领导下，我建议建立实施新教师培

训制度。新老教师自愿结对子，积极开展

“传、帮、带”活动，高级教师做模范，

中级教师当示范，年青教师上规范；以老

带新，新老结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这使刚分配到我校的新教师在

“双导师”的帮助下迅速成长，通过一年

的锻炼成为合格的教师。学校还与新分配

教师签订协议书，建立竞争、激励、约束

机制，综合考评成绩低于 80分的实行末位

淘汰制，倒数二、三名实行诫勉制，实行

“见习一年，跟踪一年”，促进新教师快速

适应学校教学需要。每学年在新分配教师

中实施“四个一工程”，即每人写一份优质

教案，写一份个人工作总结，上一节转正

汇报课，自制一个优秀多媒体课件。这一

办法受到了地区教育局领导的肯定。 

（待续）  

 

 

（责任编辑：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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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初二（4）班  何绿宁 

 

穿过了青夏金秋和白雪纷飞的寒冬，迎着来年春暖花开时节泼洒下来的和风细雨，一

份份感动在灿烂中向我们走来�� 

��题记 

 

总觉得2005年，就那样过去了，平平

淡淡、朴朴素素，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

什么感动，日子就在柴米油盐中不声不响

的溜掉了。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来年的年初，一个接一个的感动和震撼

向我们源源不断袭来，平实而且广阔的大

地上，居然酝酿了无数平凡又感人的人、

事、物。 

恍惚之间，眼前似乎飘过了无数场面： 

��浊浪滔天中，身影沉浮，一次次

的纵身一跃，一次次的奋力挽救，不顾生

死，心中唯一的信念：救人！甚至上岸后

把溺水者的双手攥得紧紧的种种细节，都

令人对这位侠之大者肃然起敬； 

��荒野中，一人、一马、一串马铃

声、一曲乡愁、一轮落日、一条马道、孤

独与寂寞相随、艰难与苦楚相依、奉献与

牺牲相伴、失落与坚持相持，将这一切默

默无闻地看在眼里的只有那匹老马，那个

鼓鼓囊囊的沉重的邮包； 

��一群孩子幸福快乐的面容中，一

张成熟的脸掩不住倦容，但微笑仍如冬日

阳光般温暖的“爸爸”，用自己的“爱”塑

的歌喉赢得了最响亮的喝彩； 

��两个身着航天服的航天战士自信

满满、一脸明朗的笑容，语调铿锵地迈入

飞船坚定的脚步，让十三亿人的热血随之

沸腾。 

这一切的一切何尝不令我们感动，令

中国为之感动呢？ 

我们感动，因为他们的无私无畏；我

们感动，因为一位邮递员至死不渝的坚韧

和毅力；我们感动，因为一位身患绝症仍

惦记着失学儿童的“爸爸”；我们感动，更

是因为他们奉献的勇气！ 

可能他们很普通，可能他们很平凡，

可能他们在某些人眼里很蠢、不切实际，

可能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

价。但是，当一切发生后，那一份不求回

报的勇气，那一份孤独的坚持，那一份真

挚的爱，那一腔爱国热血，已经足以让我

们泪流满面。 

就在电石火光的一瞬间，沉淀在大家

心底久久平静的感动，随着那些平凡人含

蓄的一举一动波澜起伏，正如浪花扑向礁

石激起的漫天水汽，一切感动也化成了对

生活的憧憬和信赖。每个人都似乎手牵手、

心连心一般，爱在人们无言的呼吸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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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我想，这应该就是最理想的结局吧。 

让雨夜不再冰冷，让酷暑不再灼热，

让雪花无声融化，这就是爱与感动的本

质�� 

 

魏青刚 王顺友 丛飞 费俊龙、聂海胜 

    

 

 

 

放眼龙争虎斗，坐观英豪脱颖 

��初中校区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暨学生会换届选举简报 

◆ 初二（4）班 梁诗咏、邓亚乔 

 

2006年2月17日下午，广东实验中学

初中校区第二届学生代表大会暨学生会换

届选举在景堂体育馆大礼堂隆重举行。郑

炽钦校长、学生处刘中礼主任、团委陈铿

老师、刘媛媛等几位老师以及 150多位学

生代参表加了本次会议。 

候选人共有33位，是从100多位参加

竞选的同学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的

演讲字字如珠玑，各有各独特的风采。在

演讲结束后，学生代表们进行了投票。 

在点票的间隙，郑校长发表了演讲。

他先肯定了上一届学生会出色的表现，然

后通过一个哲理故事告诉我们：在做每一

件事前都要想清楚这样做是否值得，才会

避免在人生路上走弯路。希望新一届的学

生会能再创新高。团委黄涛老师和陈铿老

师说的则是两个问题：一是希望有更多同

学来参加竞选；二是希望新一届的学生会

更加成熟，做得更好。学生代表们也针对

校园环境与学生会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本次大会投票产生的新一届学生委员

会成员是：邓小宁、董键羚、杨壮壮、郑

俊豪、陈家敏、张子淇、黄翰翔、张倩卉、

李静瑜、吴扬扬、卢婧、骆丹、张鸥、赵

凯宏、梁芷蕾、谢蓝琪、张斯洋、古今、

陈曦、成格、邓杰仁、沈嘉舟。 

 

（责任编辑：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