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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教育系

统“年度教师”选拔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体办、湾里管理局教科体办，

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2016 年以来，我市连续 5 年组织开展了教育系统“年度

教师”评选及巡回宣讲活动，成效显著，社会反响强烈。为

进一步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幸福观和待遇观，

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1

年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教师”“年度班主任”“年度思政课

教师”“年度乡村教师”（以下简称“年度教师”）选拔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范围与名额

（一）选拔范围与对象

在南昌市教育系统连续工作满 10 年及以上（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得到师生和

家长广泛认可的公办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一线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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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评“年度班主任”须为现任班主任且连任 3 年以上；

参评“年度思政课教师”须为现任思政课教师且连续任教 5

年以上；参评“年度乡村教师”须为乡镇及以下中小学（幼

儿园）任教且连续任教 5 年以上。历年已获“年度教师”、“年

度班主任”“年度思政课教师”奖的，不再参加本次选拔，

已获提名奖的不再参加本次相同组别选拔。

（二）组别设置

本次选拔设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班主任组、思

政课教师组、乡村教师组（县区专属）六个组别，其中，班

主任组参选人为小学、中学段班主任，思政课教师组参选人

为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高中《思想政治》、中职《职业

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职业生涯

规划》学科教师。

（三）选拔名额

1.县区：各县区每个组别各推荐 1 名候选人参加市级选

拔，其中乡村教师组南昌县、进贤县、新建区推荐 3 名，安

义县推荐 2名，其他涉农县区推荐 1名候选人参加市级选拔。

2.市直学校：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

办学历教育学校、省市直单位及高校公办幼儿园视本校学段

情况，在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班主任组、思政课教

师组分别推荐 1 名候选人参加市直学校选拔，5 个组别各产

生 4 名候选人参加市级选拔赛（若参赛候选人少于相应指标

计划，则按组别 50%计划产生）。



3

3.市级：县区及市直学校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

班主任组、思政课教师组、乡村教师组每组 16 人，共 96 名

候选人进行市级分组选拔赛、分组决赛，各组前 2 名进入全

市“年度教师”总决赛，最后选拔产生“年度教师”6 名（每

个组别各 1 名）、提名奖 30 名（每个组别各 5 名）、入围奖

60 名。

二、选拔标准

“年度教师”须具备以下条件：有理想信念，热爱国

家，热爱教育，思想纯洁，信念坚定；有道德情操，遵纪

守法，重德守德，无私奉献，富有激情；有扎实知识，勤

于学习，精于研究，勇于创新，理念先进；有仁爱之心，

热爱学校，热爱学生，热爱生活，身心阳光；同时综合素养

高，教书育人成果突出，表达能力较强，广受学生喜爱、家

长赞赏、同行认可、社会好评。

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参与“年度班主任”组选拔的教师

还应积极开展班级活动，所带班级教育管理成效显著；参与

思政课教师组选拔的教师还应积极推动改革创新，在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中起引领和示范作用。所有推荐参选教师如存

在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

三、赛事安排

（一）学校选拔推荐（5 月 31 日—6 月 15 日）：学校通

过一定形式组织本校选拔，经公示后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二）县区、市直选拔（6 月 16 日—6 月 30 日）：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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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织开展现场选拔，并按照推荐名额分配产生本地 6 个组

别“年度教师”候选人（非涉农县区产生 5 名）报市教育局。

市直学校“年度教师”推荐对象由局宣教科、思政科根据报

名情况组织现场比赛，5 个组别产生 20 名候选人参加市级选

拔赛。

（三）市级综合选拔（7 月 1 日—9 月 10 日），具体安

排如下：

1.分组选拔赛。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班主任组、

思政课教师组、乡村教师组各组别进行 16 进 6 现场竞赛。

候选人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 5 分钟演讲展示（其中班主任

组演讲内容为“我的育人故事”，思政课教师组主题为“时

事开讲”）和 2 分钟现场答辩，由专家评审团进行现场评分，

各组前 6 名进入分组决赛。演讲展示不配乐，不用 PPT，不

使用道具等(下同)。

2.分组决赛。6 个组别各 6 名候选人分组进行 6 进 2 现

场竞赛，候选人按抽签顺序依次进行视频展示（2 分钟，播

放个人教育风采 VCR）、演讲展示（5 分钟，无配乐无道具，

不用 PPT，班主任组主题为“我的育人故事”，思政课教师组

主题为“时事开讲”）、教学展示（10 分钟，采用说课的形式，

内容自选，可用 PPT，不用道具，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

组、乡村教师组为学科说课展示，班主任组为治班方略展示，

思政课教师组为思政微课展示），三个环节完成后由专家评

审团进行现场评分，各组前 2 名进入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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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决赛。分两个环节实施。第一环节：分组别抽签并

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视频展示（2 分钟，播放个人教育风

采 VCR）、演讲展示（５分钟，无配乐、无道具，不用 PPT，

其中班主任展示内容为“我的育人故事”，思政课教师组主

题为“时事开讲”）、现场答辩（2 分钟内，现场抽题）。第二

环节：按照第一环节出场顺序，依次进行才艺展示（3 分钟，

可使用新媒体技术，可准备简单道具，可带 6 名以内本校师

生配合）。每个组别两个环节完成后，由综合评审团、顾问

评审团对本组两位选手进行现场投票，得票高的候选人当选

本组“年度教师”。两位选手若出现相同成绩，则以再次选

题答辩、投票的方式产生。

四、奖项设置

全市共选拔产生 2021 南昌市“年度教师”6 名、“年度

教师”提名奖 30 名、“年度教师”入围奖 60 名和“优秀组

织奖”10 个，予以表彰。

各县区可参照市级奖项设置，结合本地实际对参赛单位

及选手进行表彰；市直片区将视选拔情况设置个人一、二、

三等奖。

五、其它事项

1.市教育局成立选拔活动领导小组，由局长谢为民担任

组长，副局长刘国平、四级调研员朱道清担任副组长，活动

相关科室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

局宣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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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县区各学校应高度重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

开展多种形式选拔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教师的教育智慧

和教育情怀。各县区各学校组织本地本校现场竞赛活动应按

照国家和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确保两手抓，两不误。

3.总决赛现场设立综合评审团，评审团人员为评审专家、

师生代表、家长群众代表，评审团人员投票得分按相应比例

计入选手总得分。另设顾问评审团，由现场特邀领导及嘉宾

组成，投票得分作为奖励性积分计入选手最后总成绩。

4.选拔活动由市教育局主办，由局新闻信息中心及其它

相关媒体同步进行宣传报道。

5.选拔工作完成后，将适时组织开展巡回宣讲、宣传展

示等活动，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六、材料报送

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

学校和省市直单位及高校公办幼儿园请于 6 月 20 日前报送

本校候选人申报表（附件 1）和汇总表（附件 2）、学校选拔

活动（含公示）照片（3-5 张）及简要文字说明。

各县区请于 6 月 30 日前，报送本地候选人申报表（附

件 1）和汇总表（附件 2）、县区选拔活动照片（3-5 张）及

简要文字说明。

所有材料以“县区∕学校+年度教师参选资料”命名打

包发送至局宣传教育科，内含附件 1、2 电子稿、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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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扫描件、活动照片及简要说明材料。各县区各学校应对

参赛选手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对其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同时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活动联络工作。

联系人：黄老师（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乡村教师组）

联系电话：83986470

联系人：郑老师（班主任组、思政课教师组）

联系电话：83986053

材料报送邮箱：xjk83986470@163.com

附件：1.选拔活动候选人申报表

2.选拔活动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3.思政课教师组微课要求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5 月 31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 日印发

mailto:xjk8398647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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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选拔活动候选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照片政治面貌 教龄
任教

学科

参选组别
任教

学段

班主任、思政教学、乡

村教学年限

联系

电话

所在

单位

学校类型 市属 事业办 民办 县区

个人简历

县级以上荣

誉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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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格

言（200 字

内）

学校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县区教体局

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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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选拔活动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县区/学校（盖章）： 单位联络人： 手机：

组别 姓名 所在学校 性别 出身年月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参加工作

时间 教龄
执教学段

及学科

连任班主任时

长（学年）

连任思政课教

师时长（学年）

乡镇及以下

中小学连任

时长（学年）

幼儿园组

小学组

中学组

班主任组

思政课教

师组

乡村教师

组

备注：1.表内相关时间填写格式为：**年**月；2.班主任、思政课教师、乡村教师连任时长，只要求相应组别填写，其它组别不需填写；

3. 各县区、学校应确保教师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如比赛中产生异议，将由各县区、学校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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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思政课教师组微课要求

1.思政微课展示作品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富有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参赛展示作品不得出现政治原则性错

误和学科常识性错误。

2.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的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围

绕思政课教材（含国家统编教材、江西省红色文化教材和南

昌廉洁修身教育地方教材），设计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

史”教育内容。

3.要准确把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

思政课教学目标要求、重点内容、课程载体，立足学生实际，

把握学生特点，贴近学生需求，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增强微课吸引力和感染力，切实提高育

人成效。

4.微课展示可借助ＰＰ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