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新时代语言文字示范校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B1
工作目标
（3 分）

三级指标及评估要点

自评得分

C1 学校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总体目标中有语
言文字工作内容，1 分。
C2 目标明确，定位准确，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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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符合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符合立德
树人总要求，1 分。
C4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和校长熟悉国家语言文
字法律法规、方针政策，1 分；检查中每发现 1
人次不符合上述要求，扣 0.5 分。

B2
组织管理
（4 分）

A1
工作机制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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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语言文字工作有校领导分管，有部门牵头，
日常工作有专兼职人员负责，1 分。
C7 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制度健全，责任落实，1
分。

B3
日常管理
（4 分）

B4
队伍建设
（4 分）

B5
课程安排
（2 分）
A2
教学工作
（20 分）

C5 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和校长在公共场合带头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1 分；检查中每发现 1
人次不符合上述要求，扣 0.5 分。

B6
教学文本
（9）

C8 学校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语言文
字工作内容和要求，1 分。
C9 有语言文字工作年度计划、总结或学校年度
计划、总结中有语言文字工作内容，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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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校性的语言文字宣传
活动，2 分。
C11 学校重视教职工语言文字基本功训练，将
语言文字相关要求纳入教师培训和年度考核、
职称评聘之中，1 分。
C12 各科教师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教职工普通话水平达标率超过 90%，其中专任
教师（含聘用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率 100%，
3 分；教职工普通话水平达标率或专任教师普
通话水平达标率每低 1 个百分点，扣 0.2 分。
*C13 学校按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开足语文类
课程，2/1/1 分。
*C14 学校开设了阅读、经典诵读、书法等选修
课程，0/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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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 教师的教案、讲义、课件、试卷等教学资
料用语用字规范，9/5/5 分；检查中每发现一
处不规范的情况，扣 0.2 分。
*C16 教师的作业批改、论文指导、评语等用语
用字规范，0/4/4 分；检查中每发现一处不规
范的情况，扣 0.1 分。

8.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评估要点

自评得分

B7
教学过程
（9 分）

C17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
语用字，3 分；检查中每发现一起教师上课不
讲普通话、不写规范字的情况，扣 1 分。
C18 语文课重视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3 分。
C19 各学科教学都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3 分；检查中随机
听课、随机检查学生各科作业、试卷批阅情况，
每发现一例扣 0.5 分。

8.5

B8
校园用语
（5 分）

A3
语言环境
（15 分）

B9
校园用字
（5 分）

B10
公务用字
（5 分）

C20 全校师生在校园内全部使用普通话，3 分；
检查中每发现教师 1 人次不讲普通话扣 0.5 分，
学生 1 人次不讲普通话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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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门卫、宿舍和餐厅服务人员等能使用普通
话进行交流，2 分；检查中每发现 1 人次不讲
普通话，扣 0.2 分。
C22 学校的名称牌、指示牌、公告栏、宣传栏、
电子屏幕、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办公室、
教学场所、宿舍、餐厅、运动场等场所用字（含
汉语拼音）符合规范，3 分，检查中每发现一
处不规范的情况，扣 0.1 分。
C23 校内有永久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标识
或标语，1 分。
C24 学校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有语言
文字工作的宣传内容，1 分。
C25 学校各管理部门用字规范。党政公文（含
公章）用语用字及格式规范；学校各管理部门
制定的规章制度及日常内部行文用语用字规
范，3 分。公文版头或公章每出现一处不规范
的情况扣 0.3 分，公文主体、版记每出现一处
不规范的情况扣 0.2 分；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及
内部行文每出现一处不规范的情况扣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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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 校报校刊及其他公务材料用语用字规范，2
分；标题每出现一处不规范的情况扣 0.2 分，
正文每出现一处不规范的情况扣 0.1 分。

A4
语言活动
（10 分）

B11
主题活动
（6 分）

B12
兴趣培养
（4 分）

C27 学校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等中华优秀
文化传承弘扬活动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
及方面的活动，全校师生参与面广，3 分。
C28 组织师生积极参加有关部门主办的中华优
秀文化传承弘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等方面的活动，3 分。

6

*C29 学校有推普、阅读、朗诵、书法等语言文
字相关内容的学生兴趣小组或社团，0/2/2 分。
*C30 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
律，因地制宜开展语言文字方面的兴趣培养活
动，4/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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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评估要点

自评得分

C31 将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列入普法宣传教育计
划，学校网站或宣传栏中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的宣传内容并定期更新，2 分。
B13
法制宣传
（5 分）

C32 教职工熟悉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2 分；检查中每发现 1 人次不符合上述
要求，扣 0.2 分。
C33 语文教师（含幼儿园全体教师）熟悉国家
语言文字相关规范标准，1
现

A5
宣传服务
（20 分）

4.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评估要点
C42 近三年教职工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公开发表

B17
教研成果
（4 分）

了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2

自评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