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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件 

 
 

金牛语发〔2017〕5 号 

 

 

成都市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成都市金牛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达标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教培中心、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国

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根据

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教

语用〔2017〕1 号）精神，切实发挥学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基础

作用，结合本区实际，金牛区语委、区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金

牛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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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成都市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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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达标建设实施方案 

 
一、 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增强城市语言软实力为

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提高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整体水平，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构建文明规范、健康和谐、充满活力的语言

生活，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软实力提供支持。 

二、 主要目标 

（一） 总体目标。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打造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

建设的示范标杆，培养学生的“一种能力两种意识”。“一种能

力”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两种意识”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 

（二） 教师目标。 

熟悉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普通话水

平达标，汉字应用规范、书写优美，具有一定的朗诵水平和书法

鉴赏能力，熟练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具有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普遍具有自觉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中华优秀

文化的意识和自豪感。 

（三） 学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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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水平达标，口语表达清晰达意，交流顺畅；掌握相应

学段应知应会的汉字和汉语拼音，具有与学段相适应的书面写作

能力、朗读水平和书写能力，高校学生应具有一定的书法鉴赏能

力；具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 工作措施和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 

1. 学校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学校是推广和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培养国民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增强国民文化自信

的重点领域，使用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法

定义务，是学校依法办学的基本要求。学校教育教学是提高国民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渠道。学校师生是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

要力量。扎实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切实发挥语言文字事业

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的关键环节。 

2.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好

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学校培养高素质

人才的基本内容。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要从小抓起，良好的

口语、书面语表达水平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是国民综合素质的

重要构成要素，在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

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强

化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的坚实基础。学校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对学生掌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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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3. 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

求。语言文字事业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综合实

力的重要支撑力量，与社会同发展、与时代共进步，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做好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充分发

挥学校的人才培养及社会辐射作用，将语言文字工作从校园向社

会延伸，提高全民尤其是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学生和

青壮年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的内在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 

（二）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建设。 

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要深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建立完善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有

计划、有总结、有考核制度和奖惩措施，加强队伍建设，在学校

内涵建设和育人目标中明确语言文字工作要求，定位准确，目标

明晰，措施到位。建立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和评价体系，相关要

求贯穿于学校常规工作和主要环节，常抓不懈，确保学校语言文

字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三）坚持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相互促进。 

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学校工作的日

常管理，列入科研项目的总体计划，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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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列入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各学校

要按照规定开设并上好写字课、书法课，制定学生语言文字能力

培养方案，各学科教学中要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

力的培养和训练，语文课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将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融入到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社会实践等各项教育活动及校园文化建设中。

通过高标准的语言文字工作要求，促进学校管理水平的提升；通

过加强语言文字能力培训，促进整体师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增强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四） 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 

全区各中小学要根据《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见

附件）的要求，结合原有工作基础和实际情况，开展学校语言文

字达标建设工作。高等学校应更加注重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

标准的宣传推广，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工作方法和活动组织的创

新实践；幼儿园应更加注重校园语言文字环境规范建设、教师的

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及应用能力的培养和建设，结合幼儿的学习特

点，积极发展幼儿的倾听、理解和表达能力，民族地区双语幼儿

园应注重为幼儿创设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所有单位应在 2020 

年前完成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达标

建设的基础上，争创各级语言文字示范校。 

（五） 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 

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区教育局督导室将按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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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办法》开展督导工作，并将学校作为语言文字

工作督导评估的重点领域，每 5 年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一轮

督导评估，确保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设有序推进，达标建

设任务按时完成。 

（六） 加强组织领导。 

1. 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管本区域内语言文字总体

工作，负责本区域内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和统筹协调。区教育局成

立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语

言文字工作的总体实施。区教育局将把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情况

纳入每年对学校的考核评估，对工作突出的学校、教师及学生进

行表彰。 

2. 区教培中心语文学科教研组负责全区各中小学语言文字

教学研究、师资培训、考核等工作，对全区语言文字教育进行研

究、指导、总结、管理，定期组织各种教学交流和教学研讨活动。 

3. 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区教育局督导室负责全区各学

校、幼儿园的语言文字工作督导，每五年督导一次。 

4. 各学校、幼儿园负责语言文字工作在本校（园）的具体落

实。各单位要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用字管理规范，

广泛开展中华经典学习系列活动和各类阅读活动，提升学校语言

文字工作的水平。各单位要根据区域实施方案，制定本校语言文

字工作达标建设的实施计划，并于 10 月 30 日前将书面、电子实

施计划报送区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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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区教育局普教科） 

联系人：黄蕾；电话：87769786。 

邮箱：jnpjk@163.com。 

 

附件：1. 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 

      2. 成都市金牛区语言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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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1-1 
工作机构 

有语言文字工作机制，有校内部门分工负责制度。 5 分 

1-2 
长效机制 

语言文字工作有计划、有过程、有总结。校长熟悉语
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日
常管理，在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总结中有
语言文字工作内容；在用语用字、学生培养、教育实
践过程中有关于语言文字使用的规章制度，并有定期
检查落实制度；在职务评聘、教育教学考核评价等制
度中，有关于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应用情况的明确要
求。按照规定开设写字课和书法课。建立奖惩机制，
对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
予表彰奖励。 

10 分 

1-3 
校园环境 

普通话是学校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校内有永
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或标语，学校主页有
语言文字工作宣传。重视环境对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
熏陶作用，校内公文、文件、网站、宣传信息平台以
及名称牌、指示牌、校风校训、标语、建筑物等用语
用字符合规范及相关要求，汉语拼音使用规范，外文
使用符合标准、规范。 

6 分 

1 
制度建设 

(25 分) 

1-4 
经费保障 

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管理严格、使用规范、效益显著。 4 分 

2-1 
规范意识 

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自觉规
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强，学生有自觉规范使用语言
文字的意识；高年级学生有较强的中华文化和语言的
自豪感。 

5 分 

2-2 
教师能力 

将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纳入教师培训方案，强调培训效
果。重视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训练，通过定期培训、
综合培养等方式，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适
应教育教学的新要求。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 

10 分 
2 

能力建设 
(30 分) 

2-3 
学生能力 

学生培养目标中有明确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
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达
到课程标准的相应要求。学生能熟练规范地使用普通
话；熟练掌握和使用应知应会的规范汉字和汉语拼
音，书写规范。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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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3-1 
教学活动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
师在授课、教案、讲义、板书、课件、试卷、作业批
改等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用语、用字和书写规范。语文
教师熟悉、掌握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立学生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方案，各学科教学中都重视学生
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语文课
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有日常和定期
的口语考核。 

15 分 

3 
教育教学 

(25 分) 

3-2 
文化传承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注重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教学，将爱父母、爱家乡、
爱祖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学校广泛开展中
华经典诵、写、讲等活动；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文化的表率；学生有相关兴趣小组或社团，学
生对中华优秀文化有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10 分 

4-1 
法制宣传 

将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列入学校
普法宣传教育，网站、信息屏或宣传栏中有相关内容
并定期更新。教职工熟悉掌握、高年级学生基本了解
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4 分 

4 
宣传普及 

(10 分) 4-2 
推广普及 

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
的宣传活动。积极发挥学校在家校互动中的重要作用
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社会研究和实践，并
通过“小手拉大手”等活动，为家长和社会提供有关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咨询或培训服务。 

6 分 

5-1 
科学研究 

重视学生语言学习方法研究，有可以指导教育实践的
研究成果。研究建立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评价体
系，重视并开展学生口语测试评价。积极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方法研究。 

5 分 

5 
科学发展 

(10 分) 5-2 
创新实践 

结合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积极探索学校
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
言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或传统。自主研发语言文字校
本课程、教材或教辅材料，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5 分 

说明： 

1．满分为 100 分，70 分及以上为合格，其他等级要求由各地自行制定； 

2．指标 1-3 中，学校名牌、公章等用字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3.指标 2-2 中，普

通话达标率低于 98%的此项不得分；4.各地可自行设定加分项目，总分不超过 5 分。 



附件 2 

 

成都市金牛区国学经典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启平（区教育局系统党工委委员、区教育局副局长） 

副组长：张先瑾（区教育局普教科科长） 

高汉宁（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主任） 

成 员：张  剑（区教育局职成科科长） 

邓定鹏（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 

许家玲（区教育局德体卫办公室主任） 

吴庆国（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张碧军（区教育局计财科科长） 

林  涛（区教育局教仪设备科科长） 

阳莹艳（区教育局督导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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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成都市金牛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