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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 阳 市 罗 江 区 教 育 局 

关于面向研究生和 2022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 
优秀本科毕业生公开招聘教师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规政策以及教育发展需要，我区学校编内教师岗

位公开招聘教师 53 名（中学 34 名、小学 19 名），现公告如下： 

一、公开招聘的原则和方式 

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任人唯贤、德才

兼备的标准，采取公开报名、择优聘用的方式进行。 

二、公开招聘的范围及对象 

招聘对象具体以岗位表（附件 1）为准。本次公招总体面向

以下对象： 

（一）公开考核招聘 

1.国内各院校 2022 届毕业及已毕业硕士研究生，年龄在

18-30 周岁（1990 年 9 月 26 日至 2003 年 9 月 27 日期间出生）。 

2.国家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2022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年龄

18-25 周岁（1995 年 9 月 26 日至 2003 年 9 月 27 日期间出生）。 

3.国内各院校全日制应往届音乐、美术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

生，年龄在 18-30 周岁（1990 年 9 月 24 日至 2003 年 9 月 24 日

期间出生）。 

（二）公开考试招聘 

国内各院校 2022 届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优秀本科毕业生，年

龄 18-25 周岁（1995 年 9月 26 日至 2003 年 9月 27 日期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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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聘条件 

应聘者符合本公告及岗位表每项条件，事实情况、证件材料、

电子信息均为真实有效、准确一致、国家认可。等级条件考生为

同类该等级或以上均合格。 

（一）共同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遵守宪法

和法律。3.具有良好的品行。4.身体健康，符合相关规定。5.应

聘者具有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水平及工作能力。同时，考生

要以同一学习经历满足下列要求。 

（1）学历受国家教育部《学信网》认证（www.chsi.com.cn），

毕业同时取得相应学位。 

（2）学历专业与岗位需求表要求学科相近即符合条件。 

6.最迟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相应

层次教师资格等证书。 

（二） 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 

1.报考人员应当是全日制普通班应届本科毕业生（大专升本

科的，按照该校该专业高中起点本科录取批次对待）。 

2.委培或定向毕业生，须由委培或定向单位同意报考，审查

提交该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书。 

3.具有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水平与工作能力，以同一本

科学习经历符合下列要求： 

（1）学历课程、实习、论文、设计等全部项目合格。 

（2）该学习经历课程成绩表全部分数平均值达到 80 分。 

4.普通话等级要求： 

（1） 学历为汉语系列专业的，具备二级甲等普通话水平测

试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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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历为其他专业的，具备二级乙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证书。 

5.英语等级要求：学历为英语系列专业的，具备高等学校英

语专业四级及以上证书。 

6.计算机等级要求：学历非计算机系列专业的，具备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或者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

考试一级合格证书。 

（三）有下列之一者不符条件：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或被开除公职、学籍的。2.有违法、

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3.尚未解除党纪、政务处分的。4.在

人事考试中违纪处于禁考期的。5.尚在服务期内的公务员（含参

公人员）。6.按照有关规定，定向招录（聘）人员未满服务年限

或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7.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在册人员未经单

位同意的。8.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

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规定，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

失信被执行人。9.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它不能报考事业单位的情

形。10.应当回避，见本文第五部分（有关要求）实行回避。 

四、招聘程序 

任何人员参加公开招聘均按下列程序进行，所有程序过时不

候；相应程序未通过则不得进入后续程序，已聘用的解除聘用。 

（一）发布公告 

本公告在西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乐山师

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官网和德阳人事考试网（www.dykszx.com）

发布招聘公告。在罗江区人民政府官网信息公开栏目

（www.luojiang.gov.cn）发布后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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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 

（ 1 ） 网 络 报 名 ： 应 聘 者 于 即 日 起 可 登 陆

http://ljzp.zk678.com 进行网络报名并上传相关信息备查，网

络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 12:00。  

（2）现场报名（详见本文第六部分：日程安排）  

注：其他院校符合招聘条件的考生可以在西南大学、四川师

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四个报名点就近报名或网

络报名。                                       

（3）报名相关材料要求：①填写好的《德阳市罗江区公开招

聘教师报名表》（附件 2）；②个人简历；③学生证原件及复印

件；④身份证复印件；⑤考试成绩证明；⑥各类各级等级证书及

获奖证书复印件；⑦往届毕业生的毕业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2022 届的 2022 年补。 

2.资格初审和复审 

用人单位对报名者按报名条件和岗位表进行资格初审，教育

局和人社局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合格者报人社局备案。资格

初审合格者进入能力测试和讲课面试环节。 

资格审查分初审、复审、终审，每次审查必须全部合格方可

进入后续环节。 

（三）综合面试 

面试采取无学生上课的方式进行讲课，主要是考察应聘者的

专业素质、语言表达、举止仪表、职业修养等内容，并进行能力

测试[音乐、美术、体育考生进行现场技能测试(自弹、自唱、舞

蹈、美工、绘画、体育等特长表演)]。面试总分 100 分，低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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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不予聘用。面试成绩当场公布。综合面试时间、地点：  

面试时间：2021 年 10 月 16 日 8:00 

面试地点：四川省罗江中学校（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万安南

路 126 号） 

（四）招聘组采取多种方式了解应聘者品德表现及其他情况。 

（五）招聘学校根据自身需求、应聘者意愿和面试成绩高低

等情况，招聘学校与应聘者择优订立毕业生协议书。因各种原因

出现的缺额，是否递补由各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报人社部门同

意后确定。 

（六）凡签订了协议的 2022 届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面试后

需参加德阳市 2022 年举行的公开考试招聘教师的笔试，笔试事宜

由拟聘学校通知（研究生、部属公费师范生及音乐、美术学科 2022

届本科毕业生不参加笔试）。各拟聘者笔试成绩必须达到当次我

市公开考试招聘教师的笔试总成绩最低分数线，方可进入体检；

未达到笔试总成绩最低分数线者，自动解除协议。笔试总成绩最

低分数线，为当次公开考试招聘教师每科笔试成绩均大于 0 考生

的平均笔试总成绩的 70%。 

（七）应聘者由人社局统一安排体检。所有人员均应符合《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后续通用标准。 

（八）体检后，区人社局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聘前公示，由

主管部门考察合格，德阳市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资格条

件终审全合格者，办理其聘用确认，否则不予聘用。聘前公示在

罗江区人民政府官网信息公开栏目（www.luojiang.gov.cn）发布。 

五、有关要求 

（一）实行回避。凡与招聘单位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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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近姻亲关系的人员，不得应聘

该单位负责人的秘书或人事、财务岗位，不得应聘有直接上下级

领导关系的岗位。 

此次公招工作人员，与应聘人员有上述亲属关系的，或其他

有可能影响公正的工作人员也须回避。 

（二）正风肃纪。对考生与工作人员，推行诚信报考，严肃

考风考纪，打击弄虚作假，查处违规舞弊。公招接受纪律监督、

各界监督和社会监督。 

区纪监委监督电话：0838-3123601 

（三）疫情防控。根据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考生应持

续关注个人健康状况，交通出行、参加考试时应注意做好个人防

护，按照考务疫情防控要求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六、日程安排 

（一）西南大学 

招聘会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8:30-11:30 

招聘会地点：圆顶报告厅 

（二）四川师范大学  

招聘会时间：202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8:30-11:30 

招聘会地点：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宣讲

厅 2） 

（三）西华师范大学 

招聘会时间：2021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8:30-11:30 

招聘会地点：宣讲室 2 

（四）乐山师范学院 

招聘会时间：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8: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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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地点：自强楼五楼招聘室 

七、联系方式： 

（一）四川省罗江中学校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万安南路 126 号 

网址：www.scljzx.cn      

邮箱：441681421@qq.com 

联系电话：0838-3204085   

          18981013129    徐老师 

（二）德阳市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双江路 107 号 

邮箱：673941805@qq.com 

联系电话：0838-3200456   何老师        

          15883605590    彭老师 

（三）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初级中学校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狮丰路 81 号 

邮箱：yznzx@163.com 

联系电话：  13881067782   聂老师  

               15892469157   冯老师   

（四）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纹江西路 2号 

邮箱：1159291495@qq.com；616454133@qq.com 

联系电话：13981072750    钟老师 

          13881062563    金老师 

          13518270882    邱老师 

（五）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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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翰林东路 6号 

邮箱：2273716897@qq.com 

联系电话：13568227066     罗老师 

15883888299    刘老师 

（六）德阳市罗江区教师管理培训中心（下属全区义务教育

学校） 

邮箱：623789997@qq.com      

联系电话：13808102076    罗老师 

（七）人社局、教育局联系地址及电话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新政务中心 7 楼（罗江区环城路

东段 168 号） 

德阳市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电话：0838-3120911  

德阳市罗江区教育局                  

联系电话：0838-3121597 

                                

附件：1.德阳市罗江区面向研究生和 2022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优

秀本科毕业生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2.德阳市罗江区公开招聘教师报名表 

  3.招聘学校简介 

 

德阳市罗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阳市罗江区罗江区教育局 

                      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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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德阳市罗江区面向研究生和 2022 届公费师范毕业生、优秀本科毕业生 

公开招聘教师岗位表 

招聘单位 
招聘

人数
涉及学科 

四川省罗江中学校 16 语文（5）、数学（3）、英语（3）、政治（1）历史（1）、物理（2）、化学（1） 

德阳市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 

高中 5 数学（1）、物理（1）、化学（1）、政治（1）、历史（1） 

初中 5 语文（2）、数学（1）、政治（1）、地理（1）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初级中学校（编制在德阳市罗

江区教师管理培训中心） 
2 数学（1）、政治（1）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校（编制在德阳市罗江区教

师管理培训中心） 
11 语文（1）、数学（3）、信息（1）、体育（3）、音乐（1）、科学（1）、美术（1）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校（编制在德阳市罗江区

教师管理培训中心） 
8 语文（4）、数学（4） 

德阳市罗江区教师管理培训中心 初中 6 语文（1）、数学（1）、英语（1）、物理（2）、化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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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学科 招聘对象 专业条件 

中学语文 

小学语文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数学 

小学数学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数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英语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英语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政治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政治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历史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历史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历史学专业、世界史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初中地理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地理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地理科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物理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物理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物理学专业、应用物理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中学化学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化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化学专业、应用化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小学音乐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音乐学专业、舞蹈学专业、艺术学专业、设计艺术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音乐表演专业、音乐学专业、舞蹈表演专业、舞蹈学专业、舞蹈编导专业。 

小学体育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体育学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体育教育专业、运动训练专业、社会体育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小学科学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科学教育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科学教育专业、物理学专业、小学教育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小学信息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类、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小学美术 研究生、国培公费师范生、本科生
研究生：美术学专业、艺术学专业、设计艺术学专业、岗位教学相关专业；                       

本科：美术学专业、绘画专业、书法学专业、中国画专业、艺术设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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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德阳市罗江区公开招聘教师报名表 
（请仔细阅读第 2页的填表说明） 

报名序号（工作人员填写）：                   罗江区教育局制 

姓名*  身份证号*  

贴本人近期同底

版一吋彩色免冠

照片* 

性别*  出生年月*  出生地*  

民族*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学历*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招聘对象

类别* 
 

是否师范

类* 
 

毕业后持有何种教师资格证持情况

（填是否具有何种教师资格证书）* 
 

户口所在地（应届毕业生

可填入学前的）* 
省市（地、州）县（市、区） 

家庭详

细地址* 
 手机号*  

住宅电

话* 
 生源类别*  

报考学

校和学

科*  

 
是否愿意

服从调配*
 

个
人
简
历
（
高
中
开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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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情

况 

 

 

 

 

 

 

兴趣爱

好特长* 

 

 

 

 

 

填表说明：1.报名者填写本表时应附上身份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明及学业成绩材料。

2.本表用蓝、黑墨水钢笔或圆珠笔如实填写，书写要求清楚规范，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3.“生源

类别”指罗江籍应（往）届毕业生、外地籍应（往）届毕业生。4.所有加“*”的内容为必填项，

若没有住宅电话的，请填写父母或其他家人的常用联系电话（手机）。 

附件 3：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姓名* 称谓* 工作单位及职务* 

   

   

   

   

   

   

初
审
意
见 

 

 

 

 

 

 

 

 

 

             年  月  日 

复
审
意
见 

 

 

 

 

 

 

 

                          年  月  日 

本
人
承
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报名表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及提供的相关证书、学业成绩等材料真

实可靠，不含虚假成分。如有不实，愿按用人单位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报考者（代报名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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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学 校 简 介 

四川省罗江中学校简介 

罗江中学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丙戊年的“双江书院”，

“双江书院”是蜀中才子李调元求学上进之地。公元 1901 年，首

批留日归国的罗江秀才王殿安，在“双江书院”创办罗江高等小

学堂。1938 年，罗江中学接纳山东流亡师生，改名国立六中四分

校，一曲《黄河大合唱》率先在这里唱响，“兼容并包”的办学

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人杰地灵的罗纹江畔涌现出孙维岳、李广

田、陈翔鹤、方敬四大名家，培育出中科院院士，激光专家马祖

光，当代诗人，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一度享

有“小延安”的美誉。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罗江中学高考本科上

线人数在德阳市率先突破千人大关，每年为各类本科院校输送大

批优秀学子。 

    在青年教师培养上，罗江中学构建了一套以人为本，以调动

教师内驱力为宗旨的完整体系，实施“三六九”工程（三年成熟

手、六年成能手、九年成高手）和“七子之歌”（厚底子、搭梯

子、压担子、结对子、领路子、让位子、练性子）策略，为青年

教师搭建参加国家、省、市学术会议、专业培训和听课赛课的平

台。组织青年教师到省内外十余所知名学校参观学习，助推青年

教师专业成长。2015 年以来，我校 9名教师被评为省、市特级教

师和正高级教师；青年教师参加全国、省级优质课大赛，收获国

家级、省级一、二等奖 32 人次；51 位教师荣获德阳市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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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喜人的收获，是罗江中学致力于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的

丰硕成果！ 

    学校地处成德绵核心经济带上的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

市、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德阳市罗江区万安大道 126 号。学校

为公立完全中学，占地面积 180 余亩，现有教学班 66 个，在校学

生 3600 余人，在职教职工 247 人。 

2000 年，学校创建为“四川省重点中学”，2006 年，学校创

建为“四川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2013 年学校被省教育厅首批

认定为四川省一级示范性高中。 

 

德阳市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简介 

江锁双龙合，关雄五马侯。益州如肺腑，此地小咽喉。坐落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位于主城区双江路 107

号，处于成德同城化、德绵一体化的中心地带。这一红色教育基

地、优秀示范学校、人才成长摇篮由中共中央 “特殊党费”全额

援建，学校占地面积 24979 平方米，现有初高中教学班 49 个，学

生 2600 余人，教职工 179 人。 

2007 年建校以来，学校秉承“为学生的终生学习奠基，为学

生的终生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坚持走多元发展、特色发展的

办学道路，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创造了无数的生源转化奇迹，

也培育出了多位全国冠军运动员，是德阳市发展最快的普通高中

学校,连年被评为德阳市高中教学质量先进单位。学校先后荣获全

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四川省防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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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科普示范学校、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四川省中小学示范

性标准化学生食堂、德阳市文明单位、德阳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等殊荣，是德阳教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初级中学校简介 

学校位于罗江区天台湖东岸，比邻凯江河畔、108 国道和成

绵乐高铁站，是“5.12”汶川大地震后由澳门特区政府全额援助

异地重建的一所区教育局直属的单设制初级中学。占地 105 亩，

建筑面积 2万余平米，绿化 3万余平米，总投资 5000 余万元。拥

有德阳市一流的设施设备，可容纳 48 个教学班 2400 余名学生就

读、1600 余名学生寄宿。现有 21 个教学班 900 余名学生。在编

教师 88 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83 人，中高级职称 62 人，

省级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骨干教师 6人，市级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骨干教师 25 人。 

学校坚持“精诚办学、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以打造罗江

区初中教育“窗口学校、特色学校、示范学校”为办学目标，秉

承“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的校训，坚持以教育科

研为先导，以“人本教育”为核心，以艺体教育为特色，以精细

化管理为保障，注重学校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形成了“成

人、成才、成功”的育人理念和“民主、和谐、开放”的育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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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和全员、全面、全程参与的“导师制”

教育管理模式，着力乡村少年宫建设，凸显素质教育特色。在各

级艺体、科技、文学等展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近年来，共获得

国家级荣誉、奖项 10 个；省级荣誉、奖项 12 个；市级荣誉、奖

项 18 个；学校连年获得罗江区“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罗江

区教育系统督导评估一等奖”等。在新的时期，深中人将继续努

力，以拼搏、奋进的昂扬斗志和饱满的热情，启航新的征程，谱

写新的篇章。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简介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设纹江路、天台路两个校区，

分别坐落于三国历史文化名城罗江区万安镇纹江路和天台路。两

个校区共有学生 2880 人，教职工 148 人。 

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建有罗江区教育系统名师工作室 5

个，特级教师工作站 2 个，依托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何家大院建

有雨村书院；集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省级名师 2 人，高级教师

18 人，省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23 人。 

为了全面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教

育集团专门组建了教师发展中心来推动和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工

作，集团通过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名校（师）跟岗，组建青年教

师成长共同体等工作，为青年教师展示才能、提升专业素养提供

平台和机会。三年来，两个校区共有 14 名青年教师获得罗江区教

师技能大赛一等奖，18 名教师获得二等奖，6 名青年教师获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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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区优质课竞赛一等奖，4 名青年教师获得德阳市优质课竞赛二

等奖。 

 

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纹江路校区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纹江路校区位于罗江区万

安镇纹江西路 2 号，是罗江小学教育的窗口学校。丰厚的文化底

蕴，博大的人文关怀，造就了她独特的魅力。纹江路校区秉承“精

致教育、精彩人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彰显特色，

和谐发展”的办学宗旨，尊重发展差异，唤醒发展自觉，激励发

展自主，成就教师职业幸福，绽放学生生命精彩！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

教育实践基地，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四川省信息化工作优秀学校，四川省应急教育示范学校，四川省

家长示范学校，四川省教师技能示范学校，四川省五一巾帼标兵

岗，四川省未成年人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天台路校区 

德阳市罗江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天台路校区位于三国历史

文化名城的德阳市罗江区万安镇天台路南段 31 号。学校花团锦

簇，美如图画，被誉为“美丽的花园、多彩的乐园、幸福的家园”。 

学校秉承“好习惯成就好人生”的办学理念，为学生幸福人

生沉淀底色。依托紧临天泉山公园，区文体活动中心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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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良好的生态教育环境，积极推动省市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青少年科技教育实践基地、艺术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为教师施

展才华，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天台路校区参加校园影视大赛，获全国二等奖 1个，省一等

奖 1 个，省二等奖 1 个，市一等奖 2 个。学校先后获得德阳市绿

色学校、德阳市文明单位、德阳市文明校园、德阳市健康学校、

德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优秀单位、德阳市垃圾分类示范学校、

四川省爱路护路教育示范学校等殊荣。市级科研课题《课程改革

背景下小学生自信心培养途径与方法研究》被评为四川省课程改

革成果优秀奖，德阳市课程改革成果一等奖，连续四届获得德阳

市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 

 

德阳市罗江区深雪堂小学校简介 

深雪堂小学校位于风光秀丽的天台湖畔，罗江城区翰林东路

6号，全民事业单位，公办学校，招聘的所有老师均占编制。 

 深雪堂小学即原罗江一小，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起源可

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公元十一世纪，有悠久的办学历史，正所谓“一

千载北宋学宫  三百年罗江书院”，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深

雪堂”是乾隆丙戌年，时任罗江县令杨周冕为深雪堂小学的前身

——罗江书院题写的一块匾额（匾额现保存于罗江区博物馆），

源于典故《程门立雪》。2008 年 1 月时任县委书记卢也到校视察，

挥笔写下“立下雄心志  重建深雪堂”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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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雪立人 问学问道”诠释了深雪堂的教育理想，“培养

学生 发展教师  成就学校”彰显了深雪堂的教育情怀，“办有品

位的教育 育有品质的学生”昭示着百年深雪堂肩负的教育责任和

担当。 

学校占地 55 亩，环境优美，设施设备齐全，现有教学班 41

个，学生 2148 人，教师 100 人，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家长学校”

“全国韵语教学先进单位”“四川省科技教育先进集体”“四川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基点校”“四川省示范家长学校”“四川省文

明校园”等称号。 

百年深雪堂欢迎你！ 

 

德阳市罗江区教师管理培训中心简介 

（下属全区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管理培训中心是罗江区教育局直属的事业单位，负责实

施全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区管校用”工作，对纳入“区管校

用”的教师在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派遣、管理、考核。教

师实行“中心+学校”双线管理，教师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纳入

教师管理培训中心，工作关系及评职晋级等均在学校，享受学校

教职工同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