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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根据《2019年度西宁市城西区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编外教师工作实施方案》，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编外教师62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62名（其中，语文

22名，数学21名，英语6名，音乐4名，体育7名,信息
2名）。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品

行良好；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心条件和符合教育教

学工作的能力；
4.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专及以上学历，

年龄在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
5.具备小学及以上学段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

证书；
6.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人员；
（2）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含研

究生）；
（3）现役军人；
（4）经相关部门认定在各类招考中有考试违纪

行为的人员；
（5）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

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
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
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宜报名的其它
情形；

（7）本区在编教师、在岗临聘教师。
三、报名事宜
1.报名时间：2019年7月17日—7月18日（上午

8:30—12:00、下午2:30—6:00）。
2.报名地点：城西区教育局（城西区五四大街21

号城西区政府一号楼6楼）。
3.报名资料：个人身份证、教师资格证书、岗位

要求的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各1份，教育部学籍在
线验证报告1份（应聘人员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书的取得时间截至为2019年7
月30日）；报名登记表原件1份（可在西宁市城西区

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及近期免冠白底小二
寸照片3张。

4.资格审查。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对弄虚
作假,或在招聘过程中作弊的应聘人员,一经查实,将
取消其应聘资格。

四、招聘程序
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

试、体检、政审、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等方法和程序择
优聘用。

1.笔试：笔试采取闭卷方式。内容主要为公共
基础知识、教育理论、学科专业知识等。笔试分值
100分，占总成绩的40%。

笔试时间及地点：详见笔试准考证
2.面试：采取说课或讲课等方式进行。面试分

值100分，占总成绩的60%。进入面试人员根据笔试
成绩高低，原则上按招聘岗位1:3的比例确定；招聘
岗位数与参加面试人数未达到1:3比例的，按笔试成
绩高低排序安排进入面试环节。

3.体检：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招聘
岗位1: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的人员。在二级甲等
以上综合性医院体检，因个人原因未按要求参加

体检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体检不合格者取消
政审资格，空缺岗位依次递补。初次体检确认不
合格的，经本人申请，可以到其他符合条件的医院
复查一次。

4.政审：对体检合格的人员进行政治审查，主要
对考生基本的政治条件、遵纪守法、职业素质、个人
诚信等情况进行审查。

5.公示：根据考试、体检、政审结果，对审定通
过的《拟聘用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因
公示未通过或放弃空出的岗位，按考试总成绩依
次递补。

6.聘用：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聘用人员，办理
聘用手续，由各用人学校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明确
岗位职责。城西区编外教师试用期为3个月。

五、其他事宜
1.此次招聘信息将第一时间公布在西宁市城西

区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请广大考生及
时关注。

2.联系咨询电话：0971-6145555。
城西区教育局

2019年7月16日

2019年城西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的公告

下季群雄纷争勇士能排第几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5日电（记者王集旻）美
职篮克利夫兰骑士队 15
日宣布，球队将裁掉后卫
JR史密斯。

史密斯曾经是骑士
队 2016 年夺得总冠军的
功臣，但上赛季仅为球队
出战11场，这也让史密斯
萌生去意。骑士一直力图
找到史密斯的下家，不过
始终没有球队对他有兴
趣，最终骑士只能裁掉史
密斯，后者成为自由人。

现年 33 岁的史密斯
表示，他还未到退役的时
刻，对于在骑士队最后一
季打不上主力也没有太
多怨言。“我的整个职业
生涯一直飘摇不定，所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史
密斯说。

对于骑士队球迷而
言，史密斯让他们又爱又
恨。在2016年总决赛中，
史密斯是球队夺冠的重
要一员，尤其是在第七场
比赛中，史密斯关键时刻
投中两个三分球，帮助球

队稳定局面，最终骑士力
克金州勇士，获得那一年
的总冠军。不过史密斯
也有“出洋相”的时候，在
2018 年总决赛第一场常
规时间最后几秒，史密斯
抢到前场篮板，当时骑士
和勇士比分战平，但史密
斯误认为骑士领先，拿到
篮板后非但没有进攻，还
把球运到三分线外，贻误
了战机。最终，骑士加时
输给了勇士，那一年的总
决赛骑士被勇士 4:0 横
扫。

史密斯表示，自己会
随时准备好加入另一支
球队，但如果没有球队需
要他，他也不会怨天尤
人。“我生活不错，就算没
有球队需要我，我也不用
紧张或者不满意。我拥
有我的家人，我和我的家
人经历过更艰难的日子，
因此打不上球不算什么
困难。我只需要随时保持
好状态，等待某一支球队
的召唤即可。就算没有，
我至少还有我的家人。”

新华社华盛顿7月15
日电（记者王集旻）据美国
当地媒体15日报道，美职
篮费城 76 人队和全明星
球员西蒙斯将会签下一份
为期5年、价值1.7亿美元
（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
的续约合同。

此前西蒙斯的合同还
有一年，76 人队原本计划
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同西蒙
斯展开续约谈判，不过显
然双方的接洽非常顺利，
这也显示了 76 人队依然
没有放弃冲击总冠军的梦
想。如果西蒙斯的合同最
终敲定，则76人队核心阵
容在未来几个赛季都将非
常稳定。除了西蒙斯，76
人队中锋恩比德的合同要
到2023年才结束，前锋托
比亚斯·哈里斯的合同到
2024 年截止，而新近从波

士顿凯尔特人加盟而来的
霍福德也将为球队效力至
2023年。

现年 22 岁的西蒙斯
是 2016年的“状元秀”，也
是76人队近几个赛季复兴
的核心球员之一，他曾当
选过最佳新秀，上赛季更
进一步成为全明星球员。

据美国媒体报道，西
蒙斯的工资将在这份新合
同 中 大 幅 增 加 。 在
2019-2020 赛季，西蒙斯
的工资将为800万美元左
右；而在 2020-2021 赛季
里 ，他 的 工 资 将 跃 升 至
2900 万美元；假如西蒙斯
能打到 2024-2025 赛季，
那时他的工资将为 3900
万美元。

上赛季，信心满满的
76人队最终在东部半决赛
中折戟。

本报综合消息“什么？！”被问到勇
士下个赛季有没有可能缺席季后赛的
时候，库里对此嗤之以鼻。自从2009年
进入NBA以来，库里就在勇士队效力，
10年的生涯让他与俱乐部之间形成了
剪不断的羁绊。作为NBA现役效力一
支球队时间最长的球员，对这样的观点
进行驳斥，是库里的义务也是本分。

NBA 转会市场开启仅仅两周之
后，联盟的格局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湖人、快艇、掘金、火箭、开拓者以
及独行侠等球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补强。失去了杜兰特和伊戈达拉之后，
勇士队也失去了对西部的绝对统治，群
雄纷争的局面已经确定。以目前这样
一套阵容，在汤普森养伤的情况下，勇
士想要冲击西部第一，显然是很不现实
的。

当美国同行把这个问题抛给联盟
球队的教练和管理层时，也得到了不同
的答案和反馈。“乐观点来说，排名第四
吧。”一位球队的教练说道：“现实点来
说，第七。悲观点来说，很有可能无缘
季后赛。”

在共计三十人的样本之中，有22位
认为下个赛季的勇士将会排名第五、第
六或者是第七；其余8人里，有5人认为
拥有冠军血统加持的勇士依然能够杀
入分区前四，另外3人则觉得勇士将与
明年的季后赛无缘。

库里的健康是成绩的保证

库里在上一个没有杜兰特的常规
赛中，交出了场均 30.2 分的数据，并且
命中了前无古人的402记三分球，在全
票获得常规赛 MVP 的同时，也带队打
出了73胜的破纪录战绩。想要实现这
一点，库里的健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28岁的那一年，库里总共完成了79
场常规赛出勤。可是在过去两个赛季
里，库里小伤不断，分别仅有51场和69
场出勤。今年，库里已经年满31岁。

“库里下个赛季能打75场球么？”某
球队总经理质疑道：“球队会愿意让库
里一个赛季出场75场么？”尽管库里表
示下个赛季并不会进行负荷管理，但是
适当的轮休可以让库里和勇士双方受
益，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可是，伤病和缺席的问题对于其他
总冠军争夺者来说也是同样存在的。
以洛杉矶双雄为例，保罗·乔治刚刚在
夏天接受完双肩手术，很有可能会缺席
新赛季前几周的比赛，而莱昂纳德更是
有可能延续上个赛季的轮休模式；反观
湖人，上了年纪的詹姆斯和小伤不断的
浓眉，也会让湖人队的战绩存在10个胜
场左右的浮动空间。

这几个赛季的猛龙和去年的掘金
都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在季后赛中，
阵容深度往往是决定成绩的主要因
素。下个赛季，核心出勤率颇高的火箭
和以板凳深度致胜的掘金与爵士反而

有可能成为常规赛中的黑马。实际上，
尽管曝光度不比洛杉矶人，但是在联盟
内部看来，掘金和爵士颇具潜力。

作为球队的核心，颇具经验的库
里、格林和拉塞尔不会不明白下个赛季
的使命和背负的责任。如今，勇士队阵
容已经迎来全面改革，25岁以下的年轻
人多达 9 位，想要完成季后赛的目标，
球队的容错率并不高。考利·斯坦能不
能拿出足够的稳定性？卢尼可否在蓝
领之路上更进一步？乔丹·普尔和斯迈
拉季奇是否配得上球队的期待？

对于以上的问题，如果勇士能够交
出一份肯定的答卷，那么50个胜场应该
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样的胜率
也足以让球队去觊觎季后赛的主场优
势。可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
缘季后赛，并非是一件需要被“嗤之以
鼻”的小概率事件。

侧翼防守将成勇士最大难题

由于杜兰特的离开，勇士队在这个
休赛期的引援聚焦于进攻端，这并没有
什么问题。可是，伊戈达拉的离开则让
金州人陷入困境。现有阵容结构下，在
汤普森伤愈复出之前，勇士将没有任何
一位球员，可以提供顶级的2-3号位防
守能力。“下个赛季，勇士队的防守很有
可能排名联盟倒数前十。”一位经理人
说道。

随着杜兰特和伊戈达拉的离开，勇
士队下个赛季的进攻将会向后卫线上
偏移，库里和拉塞尔通过挡拆发动进攻
将会成为勇士的新常态。在和两位顶
级持球挡拆人的博弈和防守消耗中，对
方的后卫球员往往不会再有精力去砍
下40、50分的高分。

勇士队真正的麻烦在于锋线，当遭
遇莱昂纳德、乔治、詹姆斯、字母哥这样
的球员时，没有人可以在三号位扛起防

守的重担。目前，小型三号位麦金尼、
新秀帕歇尔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格伦·罗
宾逊和阿伦·博克斯是勇士侧翼选择，
以他们的能力想要去和全明星们制衡，
并不可靠。

勇士现在的状态与阵容结构，并非
没有模板可寻。两个赛季之前，掘金队
常规赛百回合得分高达 112.2 分，位列
全联盟第四位。可是，球队百回合失分
则为 111.7 分，排名全联盟倒数第二。
整个赛季，掘金队都在季后赛边缘徘
徊，收官战中不敌森林狼，宣告球队彻
底与季后赛无缘。进攻效率排名前五
却无缘季后赛，这在 NBA 的历史上也
实属罕见。悲观来说，下个赛季的勇士
却很有可能重走掘金的老路。

快艇、湖人、火箭、爵士、掘金、开拓
者。当这几支球队稳稳地收获季后赛
名额之后，留给其余球队的名额也便只
有两个。想要实现季后赛的目标，勇士
也必须要从与马刺、鹈鹕、独行侠、国王
和森林狼的角力中完胜。

“我一点都不关心我们会在常规赛
中排名第几，”一位勇士队的助理教练
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只需要杀入
季后赛。”

“西部联盟正变得越来越好。我们
有竞争力吗？当然，我认为至少以库
里、汤普森和追梦为核心的球队证明
过，我们能够赢球。至于其他配角的融
入和搭配，我们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在
球队总经理鲍勃·迈尔斯的心里，同样
是希望与危险并存。不求名次，只争季
后赛席位，这将是勇士队的一个非常现
实的目标。如果勇士队三后场的体系
能够在联盟独树一帜，那么即便球队前
半程的战绩糟糕，他们也依然可以坐稳
西部前八的名次。待到季后赛开始，对
于那些拥有主场优势的球队来说，健康
的勇士将会是他们最不希望面对的对
手。

骑士裁掉后卫骑士裁掉后卫JRJR史密斯史密斯

76人将同西蒙斯

签下5年天价新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