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 昌 市 教 育 局
文件

许昌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许教基〔2018〕37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开展达标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体局、语委，市直各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幼儿园、特殊学校、民办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2-2020 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切实发挥学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基础作用，根据《河南

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语用〔2017〕1027 号）的相关要求，

现就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开展达标创建活动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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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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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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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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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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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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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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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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我市各级各类学校要完成语言文字达

标建设工作，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有较大提升。

（二）教师目标。熟悉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及法律法

规，熟练掌握语言文字规范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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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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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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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市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创建活动的组织实施

（一）目标任务

根据国家、省要求，我市将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

活动。2018 年启动，分三年实施，2020 年底（其中市直学校 2019

年底）全市所有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要通过语言

文字工作达标验收。在达标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许昌市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计划每年评选命名 30 所市级示范校，

到 2020 年，我市省、市级示范达到 200 所以上。自 2018 年始，

未通过语言文字工作达标验收的学校不得申报市级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校，申报省级示范校的必须是市级示范校。2018 年以

前已认定为市级以上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学校视为语言文

字工作达标学校，这些学校要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巩固工

作成果，更好地发挥示范辐射作用，为达标验收学校提供工作经

验。

各县（市、区）教体局、语委负责本地中小学（含中等职业

学校）、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的指导和验收工作，要结

合本地实际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达标验收时间表，扎实有

效地推进达标验收工作。同时，要做好省、市级语言文字规范化

示范校的遴选推荐工作。

市直各学校要将语言文字达标建设落实到学校教育、教学、

科研、文化建设、目标考核等各个方面，制定详细达标方案，早

日完成达标建设，并积极争创省、市级示范校。

（二）达标验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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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程序为：学校申报、组织验收、公布结果。

1.学校申报。自评达标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分别向所在县

（市、区）教体局报送自评材料，申请考核验收。市直学校自评

合格后直接向市语委办报送自评材料，申请考核验收。2018 年

向市语委办申请考核验收的时间为 11 月 1 日-10 日，考核验收

时间另行通知。

2.组织验收。市教育局、市语委办组织专家组，对市直申报

学校进行考核验收。验收方式包括：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

察看、座谈问卷、随机听课等。

3.公布结果。市教育局于每年底通过适当方式公布验收情

况。

四、工作措施和要求

（一）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建设。各级各类学校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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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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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相互促进。各

级各类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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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列入培养目标

的基本要求，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将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mailto:aysywb@126.com%ef%bc%89%e7%94%b3%e8%af%b7%e8%80%83%e6%a0%b8%e9%aa%8c%e6%94%b6%e7%9a%84%e6%97%b6%e9%97%b4%e4%b8%ba%e6%af%8f%e5%b9%b411%e6%9c%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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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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市直各学校要高度

重视，按照全市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

导，保障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经费，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充分调

动各方积极性，切实负起责任，共同做好本辖区、本单位学校语

言文字达标创建工作。

市语委办公室联系电话：2699972；电子邮箱：xcyywz@163.com

附件：1.许昌市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达标验收标准

2.许昌市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达标验收标准

3.许昌市语言文字达标（示范）校验收申报表

许昌市教育局 许昌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8 年 4 月 9 日

许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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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许昌市（中小学）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验收

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1 制度

建设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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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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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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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建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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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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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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

教学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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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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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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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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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发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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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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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 100 分

附加分
近 3年

获奖项目

1.学校教师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一级甲等及国家级、省级普通话

水平测试员，每人次加 0.5 分，加分累计不超过 1分 ；

2.师生个人获语言文字工作各类评优、竞赛活动奖项的，市级每人

次加 0.5 分，省级每人次加 1分，国家级每人次加 2分，加分累计

不超过 4分。

5分

说明：1. 满分为 100 分，70分及以上为合格，80分及以上为良好，90分及以上为优秀；70分及以

上即认定为许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校；90 分及以上可参与许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校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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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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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许昌市（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达标校验收

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1

制度建设

(30 分)

1-1

工作机构
有语言文字工作机制，有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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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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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内容；用语用字、幼儿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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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坚持幼儿园语

言文字工作与教育教学相互促进。建立奖惩机制，对幼儿园语言文

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15分

1-3

校园环境

普通话是幼儿园的工作语言和基本交际语言。园内有永久性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或标语，幼儿园主页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园

内公文、各式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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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使用规范，

外文使用符合标准、规范。校园文化建设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氛围，

重视环境对幼儿语言文化素养的熏陶作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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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

(25 分)

2-1

规范意识

教师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方针和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

意识强。具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幼儿初

步具有规范使用普通话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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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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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能力和水平，并适应教育教学的新要求。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

12分

2-3

幼儿能力

在幼儿培养目标中有语言规范意识和语言交际能力的要求。逐步提

高幼儿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并达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相应的要求。幼儿能够听懂普通话、愿意讲

普通话、并能用普通话表达，具有文明的语言习惯。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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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实践

(35 分)

3-1

教育教学

活动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均使用普通话，教案、课件等用语用字、书

写规范。注重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注重语言素养在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融合。

20分

3-2

文化传承

用适合幼儿的方式方法，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诗词诵读等活动。注重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将爱父母、爱家乡、爱祖

国的教育贯穿于各个教育环节。教师自觉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表率。

8分

3-3

创新实践

积极探索幼儿园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重视幼儿语言学习

方法研究，结合本地和本园实际情况及办学特色，创造性地开展各

种语言文化活动，形成品牌或传统。

7分

4

宣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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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普法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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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规范标准。

4分

4-2

推广普及

每年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展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

发挥幼儿园在家园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对社会的辐射带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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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6分

总分 100 分

附加分
近 5年

获奖项目

1.教师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为一级甲等及国家级、省级普通话水平

测试员，每人次加 0.5 分，加分累计不超过 1分 ；

2.师生个人获语言文字工作各类评优、竞赛活动奖项的，市级每人

次加 0.5 分，省级每人次加 1分，国家级每人次加 2分，加分累计

不超过 3分

3. 有与幼儿语言发展相关的市级以上研究课题；1分

5分

说明：

1. 满分为 100 分，70分及以上为合格，80分及以上为良好，90 分及以上为优秀； 70分及以上

即认定为许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达标校；90分及以上可参与许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评

比；

2. 指标 1-3 中，幼儿园名牌、公章等用字不规范的此项不得分；

3. 指标 2-2 中，幼儿园教师普通话证书二级以上达标，如果普通话达标率低于 98%的此项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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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许昌市语言文字工作达标（示范）校验收申

报表
学校名称

（全称盖章）
负责人

专（兼）职

工作人员姓名
电联系话

学校

规模

学生总数 人 教师总数 人

教职员

工总数
人 语文教师 人

学

校

申

请

简

要

自

述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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