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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教育

本报讯（记者 莫青）9642 篇作文，全
省中小学校、大学广泛参与，社会反响强
烈，咨询、参与度空前。“向英雄致敬，与祖
国同行”征文大赛来稿统计工作结束。
9642篇征文作品进入评审阶段，预计 5月
初公布大赛结果。

此次大赛共收到来稿 9642篇，其中小
学组 4339篇、初中组 1824篇、高中组 2956
篇、大学组 523篇。大赛获奖比例按 3.6%
确定，共设奖项347个，其中优秀奖100名。

经大赛评审组测算，大赛共设小学组
获奖人数 111名，其中，一等奖 11名、二等
奖 33名、三等奖 67名；初中组获奖人数 46
名，其中，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3 名、三等
奖 28 名；高中组获奖人数 77 名，其中，一
等奖 8 名、二等奖 23 名、三等奖 46 名；大
学组获奖人数 13名，其中，一等奖 1名、二

等奖 5名、三等奖 7名。
大赛将评出优秀奖作品 100 篇，优秀

指导教师按各组一等奖、二等奖作品设
置。同时，对优秀组织单位给予表彰。

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西海都市报社
共同发起并联合举办，是结合当前全国上
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讲好抗
疫故事，上好这一堂思政课的具体体现。
举办大赛的意义在于把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作为开展师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利契机，以全省学生寒假同写
一篇作文为触角，引领全省大、中、小学生
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正能量。

经过一周的紧张评审，评审组老师有
一致的感受：所见、所闻才能书写出真挚
真实的所想所感。“很荣幸能参与这次小
学组征文的评审，虽然数量很大，但是这

样的机会很难得。能从这么多学生作品
中参悟了解近年来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
教育的成果，通过学生们的作文，我们能
看到教学中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方面值
得去推广。”小学评审组组长说。

“没想到二年级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
真情实感，虽然有些字用了拼音，但是文
章的中心主题清晰真切。这就是此次大
赛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教师总结教育成
果的所在。”小学组来稿作品最多，评审组
老师也最有感触。

“我们组织了全年级高三学生同做这
一篇作文。完全是按高考作文的要求，也
当作高考前作文的一次提升练习，此次大
赛组织得及时，对于即将高考的学生来说
很有必要。”西宁市一所示范高中的语文
老师专门打电话咨询来稿是否收到，并祝

愿大赛圆满成功。
玉树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

中小学生积极参与，还有民族中学的学生
寄来藏文作品。青海油田教育管理中心
以各学校为单位发来征文，实时了解大赛
进展，关注大赛的每一次发布。

此次大赛所有作品都将经过初审和
终审两次严格的评审，最终按获奖比例确
定获奖作品。评审结果出炉后，本报将第
一时间发布消息，同时，省教育厅也会及
时下发通知，公布比赛结果。

参与度空前

9642篇征文作品等待评审

本报讯（记者 莫青）来自西宁市教育
局的消息：西宁市深入推进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搭建
专业发展平台，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提升
服务保障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

健全师德建设体系。坚持将师德师
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强化
师德与管理融合，出台西宁市师德师风
建设“八禁八要”规定，实行新教师入职
宣誓和师德师风年度考核制度，开展师
德师风问题专项治理，建设师德师风监
督建议平台，严格落实师德师风“一票否
决”，师德建设制度体系逐步健全。

同时，搭建优秀教育人才培养平台。
制定实施名校长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实施
方案和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组建首批 5
个名校长工作室和新一轮 20个名师工作
室，完善名师工作室管理运行机制，遴选
吸纳城乡学校 300 余名中青年骨干进入
工作室研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

近三年来，西宁市 17 人入选国家、
省、市重点人才项目，26人获评正高级教
师，1959人次获省级以上专业竞赛奖励，
学科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

创新教师资源配置。实施师资供给
保障计划，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实行
教师招聘柔性用编，针对阶段性结构性
缺编、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学校规模扩
充等重点突出问题，统筹面向社会招聘、
赴省外招聘、公费师范生招录、特岗计
划，近三年累计面向全国招聘中青年教
师 1499名。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方面，构建符合
教育教学和教师成长规律，导向明确、
体 系 完 善 的 教 师 考 核 评 价 和 激 励 机
制。优化工作机构及教职工工作量核
定标准，规范班主任津贴和教师超课时
薪酬标准，纳入绩效工资考核发放。用
活岗位管理政策，建立岗位变更动态调
整机制，有效解决岗位设置积压问题，
全面实现评聘结合，教师工作积极性进
一步提升。

省城近三年累计招聘中青年教师1499名

本报讯 （记者 莫青） 4 月 14 日，
虎台中学教育集团在湟源县波航乡中心
校和巴燕中心校学生间举行了一次疫情
环境下的心理拓展活动——生命最珍
贵、人生拍卖会。

活动着眼于当下最急需的生命教育
课程，让学生们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观、价值观，启发对于生命意义的思
索和对于自己人生的构思。为了避免人
员过度聚集，活动通过远程录播课堂形
式展开。

“人生拍卖会”中每位同学可以使
用手中的一万个筹码，按照自己的需求
对一生中遇到的珍贵东西进行拍卖，比
如健康、永恒的友谊、甜蜜幸福的家
庭，也有环游世界、成为亿万富翁等。
本次拍卖会根据疫情设了一件特殊的拍
品——一剂只能用于陌生人的万能抗

体，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的博爱思想和为
他人着想的同理心。学生们对于自己当
下最需要、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进行加价
竞拍，并说明自己竞拍此项物品的目
的，也激发了他们对于自己当下人生的
思考。

拍卖会用短短的 40分钟，带领学生
们感悟了人的一生所遇到的起起落落、
拥有和失去，每一件都无比珍贵。课程
最后，老师让学生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进
行了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生命中最看重
的东西是什么，成功拍到的同学学会珍
惜拥有，失之交臂的同学懂得期待美
好，努力奋斗。

拍卖只是一种形式，而其中蕴含的
人生哲学却是耐人寻味的。对于中学生
而言，迷茫的方向中发现一盏明灯，不
失为人生的二次契机。

一场特殊的“人生拍卖会”

本报讯（记者 莫青）4 月 16 日，西宁
市高中语文安昊名师工作室启动，全市
高中语文教师每人收到一套《中学语文
教学参考》刊物。

西宁市新一轮名师工作室旨在建立
健全优秀教师发展平台和培养机制，充
分发挥西宁市学科名师在教育教学、科
研探究等方面的示范、带头、辐射作用。
杨伟平院长要求大家明确目标和责任，
学会仰视、俯视、平视、环视，培养出一批

师德高尚、造诣深厚、业务精湛的教师队
伍，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
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为西宁市教育
教学事业贡献力量。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优秀期刊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编辑部为西宁市高
中语文工作室全体成员及西宁市各校赠
送了 2020 年全年 60 套《中学语文教学参
考》，惠及 27 所学校，为年轻教师成长助
力。

西宁市高中语文安昊名师工作室启动

4 月 15 日，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西宁市观门街小学“王平儿童版画室”
举行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创作了海洋安全、网络安全、校园安全等主
题的儿童版画作品，生动解读小学生对国家安全观的理解和实践。

本报记者 莫青 摄

西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西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评委老师点评参赛选手的创新作品评委老师点评参赛选手的创新作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娜张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张娜)简易方便的写字
机、动作优美的舞蹈机器人……4 月 14
日，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文化艺术中心
热闹极了，西宁市 2020 年第 35 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评审会在这里举行，来
自西宁市四区三县的百余支代表队的
1600多件科技创新作品争相展出。

评审现场，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
二中学高二年级一班的王奕哲向评委
介绍他的发明：“我喜欢吃热炸鸡和冰
可乐，可是每次快递员将外卖送到家
时，可乐不冰了，炸鸡不热了，吃起
来口感很差。我就想能不能发明一个
冷热同步的箱隔板，将隔板安装在快
递箱内，实现食物冷热隔离，冷食物
储存过程中不会升温，热食物也不会
降温。而且快递员还可以根据冷热食
物的体积来调整放置空间，满足大家
对食物的冷热要求。”评委老师称赞他
的好创意。

张兆康的参赛作品是一个扩风筒，
外形像个烟筒，里面却暗藏玄机。“作

品的创新点在于扩风筒底部的设计比较
宽大，并使发电机和风轮的位置安装得
更为合理，增加了受风面积，给风提供
了 更 好 的 通 道 ， 可 增 加 发 电 效 率
20%。”张兆康说，希望自己可以当一
名新能源发电领域的科技工作者。

本届大赛由西宁市科协、市教育
局、团市委共同举办。自 2019 年 12 月
启动以来，共收到创新作品 1634 件，
这些作品构思独特，富有创意，覆盖领
域广。

“与往届相比，本届大赛的申报项
目和参与人数更多，各类项目数量和水
平大幅提升，发明和作品的科技含量也
提高了很多。”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普
及部部长谢万芳介绍，本届比赛的作品
关注社会热点、周边环境，参赛选手能
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发现与捕捉创新
意识，可见广大中小学生热爱科学、热
爱生活、关注社会问题的责任感增强
了，开展科技实践活动和解决生活难题
的能力水平提高了。

西宁市中小学科技创新作品亮点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