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田荣是和平里第四小学校长， 从
北京市优秀教师、 骨干教师， 成长为东
城区教育系统的优秀校长， 北京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 她在基础教育前沿工作了
30多年。 三十多载的教育实践， 让她深
刻体会到， 小学教育是打 “底色” 的教
育， 而美的底色将会是学生一生中取之
不尽、 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因此， 她
一直坚持深化学校美育教育 ， 形成了
“以美养德、 以美启智、 以美健体、 以美
陶情” 的办学模式。 多年来， 吴田荣先
后获得 “首都劳动奖章 ”、 北京市 “三
八” 红旗奖章； 2020年， 她荣获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14年， 在东城区综合改革中 ， 吴
田荣勇于承担重任， 带领学校成为第一
批推进学区制改革的试点学校， 实现由
特色学校向品牌学校的发展。 各校区加
快融合， 提升内涵， 实现了学生共同培
养的目标。

要提升教学质量，就要建设一支德才
兼备的教师队伍，对此，吴田荣信心满满。

师德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后，她担任领导小
组组长，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使师德建
设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如今，师德要求已
融合到校园文化中、体现在课堂上。

为促进教师专业的提高， 和平里第
四小学构建了 “1+3+X” 的教师校本培
训机制， 引领教师内化理论精髓， 外在
学以致用， 促进专业能力不断提高。 学
校注重以科研引领为高地， 为教师搭建
了更大的教研平台 。 同时 ， 吴田荣以
“团队学习 ” 为抓手 ， 实施跨校区多元
化、 开放式学科教研模式， 进行三校区
“联合、 结合、 融合” 的教研。 在市区教
研室引领下， 引进高层次高规格的机构
专家， 以和平里第四小学为基地， 开展
“种子” 提升培训工作。 特级教师及众多
专家走进课堂， 专业化指导引领老师们
走在教育教学的前沿， 让资源带涌现出
更多的优秀教师。 目前， 学校已有5名市
级骨干教师， 7名区学科带头人， 39名区
级骨干教师， 54名校级骨干 ， 市区校三
级骨干占全体教师人数的50%。

工作中， 吴田荣鼓励教师积极参加
教学基本功和展示活动， 借教学平台展
风采 。 每学期各学科均有教师参与市 、
区级赛课、 展示课、 研究课、 说课等几
十余节。 老师们从一节节引领的研究课
到一节节扎实的常态课， 让课堂改革成
为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领域。

为让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与应用知
识的能力相平衡， 吴田荣在校内推行应
用学科、 跨学科实践两种课程的构建形
态， 将各学科课程无缝、 无痕对接， 构
建了跨学科综合课程学习体系， 提升了
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校还建构了 “1+4+
6” 为课程框架、 “3+2+X” 为课程形式
的 “以美育美 ” 课程体系。 同时， 依托
课程体系 ， 自主开设的包括职业体验 、
非遗传承、 学院制、 自主及整合资源研
发的校本课程近百门。

30多年来，每当看到那一双双明亮的
清澈双眸、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吴田荣就
更加坚守育人之初心，她尽自己所能为孩
子们带去知识和道理，并陪伴他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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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劳动的礼赞 凝聚奋进的力量
———2020年东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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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投身教育事业33年， 任校长16年。
在担任校长期间， 从文化建设、 办学理
念 、 师资优化 、 课程开发 、 课堂改革 、
特色建设等方面不断努力， 以立足学校、
放眼未来的格局， 把服务的每一所学校
都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她就是北京市
特级教师、 高级教师， 东城区灯市口小
学优质教育资源带 （灯市口小学、 北池
子小学、 东高房小学） 校长滕亚杰， 作
为校长， 她提出 “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光
彩” 的办学理念。 滕亚杰曾获全国优秀
教师、 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 首都劳动
奖章、 北京市 “三八” 红旗奖章、 北京
市优秀教师等荣誉 ； 2020年 ， 她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1988年， 滕亚杰从师范学校毕业进
入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任教， 那时的她
一心想要当个好老师 、 教好每个学生 。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越来越热爱教师这
个职业而不能自拔 ， 并凭借这份热爱 ，
在教书育人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历任和平里第一小学、 史家小学分校校
长。 2013年起担任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

小学校长。 2014年起担任北京市东城区
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 (灯市口小
学、 东高房小学、 北池子小学) 校长。 对
滕亚杰来说， 从教师的角色过渡到校长
的角色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 ， 她直言 ：
“都是做教育， 规律是相通的。”

时光回到了2013年， 正值灯市口小
学发展的低谷期， 滕亚杰临危受命， 接
任灯市口小学校长， 担起了擦亮百年老
校品牌的重任。 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
情况下， 她梳理学校历史， 秉承 “敬畏、
传承、 发展、 创新” 的思路， 确立 “让
每一个生命绽放光彩” 的办学理念， 以
培养 “全面、 自主、 个性发展” 的学生，
使老师德才兼备、 教有特色、 整体优化
为目标， 并确定四校区各自的办学特色，
努力实现着 “生生绽放、 师师发展、 校
校精彩”， 一校多品的愿景。

办学中， 滕亚杰始终坚持全员德育，
明确提出体育教育“以体育德”、艺术教育
“以美育心”“以优秀文化为底色”等理念。
在课程普及基础上，运动会、合唱节、戏剧
节、书画展、传统文化节、科技节、小毕业

季、古诗词大赛等活动，精心打造合唱、戏
剧、京剧、美术、篮球、机器人等学生大小
社团近70个 ， 还成立合唱、 戏剧、 篮球
等教师社团， 使课内外相结合， 整体提
升学生素质及老师的专业水平。 几年来，
资源带各校区硬件设施、 设备焕然一新，
校园文化韵味十足。

滕亚杰就教育管理、 课程开发、 课
堂建设等在全国及市、 区研讨会交流10
余次， 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10余
篇。 还编写出版了 《爱的教育》 《教育
印迹 》 等书籍 。 接待全国各地的校长 、
老师800余人次， 并走进贵州、 山西、 河
南等地帮扶。 作为人大代表， 她先后提
交了有关加强传染病防控宣传、 整治校
园周边50米禁停车、 整治校园周边小商
铺以及完善 《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
防与处理条例》 等方面的建议案、 为促
进首都教育、 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33年教育生涯中， 滕亚杰就像一盏
“启明灯”， 不仅点亮师生和学校前行的
道路， 更为千家万户百姓送去优质的教
育之光。

30年来， 作为一名高级教师， 冯雅
男始终扎根在教学一线、 锐意进取， 一
步一个脚印、 行稳致远； 作为东城区板
厂小学校长兼书记 ， 她充分发挥党建
工作的引领作用，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近年来 ，
冯雅男以 “智慧育人” 办学理念作为引
领， 营造智慧校园文化 ， 构建智慧成
长德育工作和课程体系， 促进办学水平
提升， 带领学校实现了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 晋升为区级公办优质资源校。 2018
年， 冯雅男获得 “首都劳动奖章”； 2020
年， 她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
称号。

一个学校是否具有发展的潜质， 往
往 取 决 于 学 校 是 否 具 有 优 秀 的 办 学
理 念 。 在板厂小学 ， 冯雅男倡导 “智
慧育人” 办学理念。 她认为， “智慧型
学校” 的最核心部分是 “智慧型教师 ” ，
从其构建层 面 而 言 ， 就 是 要 深 化智
慧型教师之生成、 优化智慧型教师之课

堂表现、 路径化智慧型教师之专业发展、
科学化智慧型教师之管理的 “四化工
程”。

实践中， 为了让每名学生都能感受
到教师的爱 ， 板厂小学要求教师要做
到 “四有”： 有对学生爱的情感， 体现教
师对工作的责任心； 有对学生爱的行为，
体现教师对教育的事业心 ； 有对学生爱
的能力 ， 体现教师对提升自我的需要 ；
有对学生爱的艺术， 体现教师教育的机
智。 同时， 通过连续7届的 “最美教师”
评选和 “我讲我的教育故事” 系列活动，
形成了人人争做 “四有” 好教师和 “四
个引路人” 的良好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
板厂小学 “青年杯教学大赛” 举办了25
年， 期间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的
中坚力量。 目前， 已有3人获北京市紫禁
杯特等奖, 12人获一等奖。 多年来， 在她
的带领下， 板厂小学实现了高水平跨越
式发展， 办学规模、 师资力量、 学校影
响力均有显著提升， 迅速成长为东城区

普通公办学校中的名校， 教师队伍素质
和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多年的教学实践与学校管理， 让冯
雅男清楚的知道： “教师教学技能的提
升， 离不开实践研究。” 因此， 在工作中
冯雅男非常重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的引
领作用 ， 主持撰写的 《智慧成长校本
课程的建设与实施研究报告 》 ， 获 北
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二等
奖 。 近年来 ， 她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 《建设智慧型小学的研 究 》
《小学智慧型教师学习共同体建设实践
研究 》 等多项市区级科研课题 ， 取得
了成果 。 目前 ， 学校已有多位教师荣
获全国 、 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 多次
在各级教师基本功大赛上取得优异成
绩。

在今后的教书育人的道路上， 冯雅
男表示将坚持学习创新， 推动学校在全
面深化教育改革中实现内涵式发展， 坚
守师者初心， 担起育人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