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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妨做些“假期作业”
□仇光楼

教育之怪现状

教师考核
岂能“被同意”
□杨启锋

只要提起教师，不少人羡慕不已，
言必称教师一年有3个多月假期，能自
由支配，好不自在！

其 实 ，教 师 的 苦 衷 非 外 人 能 体
会。平时上课，教师就像行军打仗，又
是管理“顽童”，又是教学抓成绩，事情
一桩接着一桩，忙得焦头烂额。哪怕
到了假期，教师也并非“无所事事”，需
要参加永无止境的业务培训、师德整
顿、家访、学习充电，还要盘点反思过
去一个学期的工作，做好下学期的计
划准备，等等。

稍感安慰的是，哪怕假期再忙，教
师也有些许属于自己的时间。如何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相信有心的教
师，已经筹划好了自己的“假期作业”。

锻炼旅游，放松心情。每天清晨
或傍晚，可安排固定时间，散步跳舞，
锻炼身体，也可以带着家人外出旅游，
饱览祖国壮丽河山，欣赏大自然美丽
风光。还可以积极参与有益身心健康
的活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在多彩
的生活中增强生活乐趣，消除平时工
作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如此修身养
性，调整一段时间后，才能以最佳状态
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走向社会，增厚底蕴。假期，教师
应多走向社会，多关心时事，多了解一
些国家大事或社会新闻，这些都是今后
工作可供开发的教学资源。我们还应
多阅读报刊，了解新闻时政，明确国家
教育政策与法规等，为自己今后的工作
指明方向。还可以抓住假期走亲访友

的机会，在倾听外界声音的同时，换个
角度跳出教育看教育。这样，教师不仅
可以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而且能增长
许多见识，将这些点滴收获积累起来，
转化成自己的阅历，进而提升自身的综
合素质。

读书培训，厚积薄发。休息是放假
的一种享受，但教师要养成勤学的习
惯，否则开学时会在很长时间感觉不适
应。随着新课改的纵深推进，对教师的
要求越来越高，许多新理念、新标准、新
方法，我们还不熟悉或把握不准。为
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参加教育主管部
门组织的各类培训，多充电，另一方面
要进行自主学习，学习新课程标准与课
改理论，学习教育刊物推荐的典型经
验，读教育名著等。

反思写作，提升自我。由于职业的
缘故，亲戚朋友经常会向教师谈起孩子
的教育问题。我们要耐心倾听，听听他
们的困惑与烦恼。听后，不妨设身处地
为他们支招，同时要认真听取他人意
见，这样能促进自己对教育教学的积极
反思。同时，回顾自己半年来的教育教
学情况，把平时写的日记翻出来浏览一
遍，把平时积攒的零星思想火花审视一
遍，把自己所经历的教学案例和教育故
事整理一下，反思自己的工作行为，记
录教育教学中的精彩片段和教训；写一
些教学论文、教学反思、教学案例、教学
设计与评析等。这样，通过梳理与反
思，一定会积累更丰富的教学资源，提
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为做好

一名有扎实学识的好老师打下基础。
爱心家访，教育延伸。从一定意

义上说，教育无假期，因为教育是一个
持续不断、循环发展的动态过程。教
师不能因为放假了，就把育人责任丢
掉了，要通过上门走访、电话、微信等
形式，对学生进行家访，并定期进行回
访。家访时，要尽量全面了解学生家
庭情况，尤其要关注留守儿童，向家长

反馈学生在校综合表现，向家长介绍
学校取得的成绩，对家长关注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征
求家长对学校、教师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形成教育合力。

静能生智慧，闲暇出思想。老师们，
科学安排假期生活，不妨做些“假期作
业”，在身心得到放松的同时，提升自我，
从而以崭新姿态拥抱新学期的到来。

最近，接上级部门通知，学校要组织
教师参加迎“七一”诗歌朗诵比赛，我校一
位中年教师兴冲冲地去报名，却被委婉告
知年龄超过规定而拒之门外。事后，这名
教师提起此事，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
失落感，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和教
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各校十分重视青年
教师的培养，制定和出台了许多有利于青
年教师成长的政策和措施，比如青年教师
基本功比赛、青年教师评优课比赛、青年
教师说课比赛、青年教师课件比赛等，在
不胜枚举的活动和评比中，不少青年教师
赚得“盆满钵满”，获得了晋升职称和评优
选优的资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甚
至连教师的业务培训和理论学习也将中
老年教师排除在外，而受历史原因的影
响，许多中老年教师在年轻时，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根本没有或很少组织类似的
评比活动。因此，即使这些中老年教师有
能力或有特长，也很少有被发现、重视的
平台或机会。时间一久，与年青教师相
比，中老年教师显得日渐落伍。

事实上，中老年教师不是学校的“夕
阳红”，而是学校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他们教学经验丰富，管理班级有独到之
处，工作兢兢业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事
业心，甘于奉献，如能科学合理、充分发挥
其“光和热”，对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必将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主管部
门，都要对中老年教师有正确认识，不能
认为他们是只能发挥余热的“夕阳红”，应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激发其“光和热”。

“结对拜师”，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教育教学经历，中老年
教师大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和班级管
理经验，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应充分发挥中
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通
过以老带新的方式，使青年教师缩短成长周
期，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搭建平台，让英雄有“用武之地”。教育
主管部门或学校要多为中老年教师创设条
件，搭建舞台，多组织中老年教师参加各类
比赛，尤其要多鼓励中老年教师报名公开
课、观摩课、汇报课，让中老年教师在活动中
获得成功的体验，激发他们满腔的热情和主
人翁精神，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充电加油”，让中老年教师不落伍。
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要预留名额，创造机
会让中老年教师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种培
训，特别是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培
训，给中老年教师“充电”，使他们的教学
思想和教育理念与当前教育的发展“合
拍”，跟上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及时获得
课程改革的最新动态和前沿信息，从而应
用到平时的教育教学中。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胶州市三河里小学）

每个期末，学校都要对教师进行
教学实绩和师德考核。近日与一位同
行交流，他对学校在考核程序上本末
倒置的做法很是费解：教师先签署个
人同意意见后，再由学校统一填写教
师考核结果或等级。经进一步了解后
得知，这样的怪象在一些区域已经成
为见怪不怪的“新常态”。

教育主管部门明确要求教师只有
在知晓个人考核结果后，方可签署“同
意”或“不同意”的意见，这是保障教师
权益的有效方式。而学校管理者颠倒
考核顺序，表面上是为了减少考核表
在考核者和被考核者之间来回“折
腾”，一步到位完成考核工作，实际上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即便教师
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生米煮成熟饭”，
已无法改变，只能被迫同意。

其实，基层学校教师在考核、评
优中“被同意”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领导为刀俎，教师为鱼肉”，考评办
法由管理者制定，考评结果由领导主
导，公示走过场，有意见没意见都是

“少数人”说了算，一线教师丝毫没有
话语权。

强迫教师同意考核结果，只会令
教师口服心不服，降低了考核的公信
力，极大地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
性。目前，由于缺乏对教师考核的有
效监督和制约，一些学校肆意“省略”
公开评比、民主评议、公示、反馈、修正
等程序，考核被暗箱操作，致使一些校
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置教育公平
于不顾，滥用手中的权力，随意把荣誉
当作私人物品“发放”，不免让广大教
师伤心又寒心。

虚假的和谐要不得，教师考核不
能藏着、掖着，必须公开透明，在阳光
下运作。教师考核往往决定教师评优
树先、职称晋升等切身利益，备受教师
关注，必须公平公正地组织实施，确保
不走样、不变形。教师考核不应成为
学校管理者主宰的“少数人的游戏”，
不能由“关键少数”说了算，要让教师
群体的大多数“当家做主”，引导广大
教师参与考核的方方面面，切实保障
教师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方能
提高教师对考核的认同感。

作为一方教育“掌舵人”的基层教
育主管部门，不能一味地对区域学校
教师考核袖手旁观，一方面要深入学
校考核工作现场，倾听一线教师对考
核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加强对教师考
核工作的过程性监管，及时纠正考核
环节出现的偏差，同时完善学校内部
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制约的考核机制，
避免考核工作“一言堂”。另一方面，
要注重对教师考核结果的审核和公
示，将教师考核结果及时公布，畅通教
师投诉、举报渠道，凡是出现有异议的
考核，必要时推倒重来，确保考核结果
能让教师信服和接受，维护教师考核
的公平正义。

当教师考核由“被同意”向主动认
可转变，方能赢回广大教师的点赞，进
而激发他们的教育教学热情，构建健
康和谐的教育生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
区渴口中学）

锐评

中老年教师
不是“夕阳红”
□姜卫红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乡村教师招
不来、留不住”的论调并不陌生。近
日，有媒体却揭示了事情的另一面：城
市老教师想去乡村任教，却被“45岁以
下”“学科带头人”等硬性规定挡在了
门外。结果是，乡村教育没有迎来高
端人才，而有能力又适合乡村教育的
教师却报“教”无门。

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乡村
教育改革与发展，各级政府和教育主
管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推进乡村教育
发展。然而，“乡村教师招不来、留不
住”的现象依然存在，乡村教育人才生
态链似乎形成了恶性循环。其主要原
因表现在：

一是部分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学校
历练是一种无奈选择，特岗教师、支教
教师到农村任教，只是为了过渡，属于
迂回的策略选择。当能力与时机一旦
成熟，便会“孔雀”城市飞，再也不回头。

二是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学校就业
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一方面，大学毕
业生没有足够的教学实践经验，学校
还要花更多气力引领他们成长，而且
乡村学校的教育资源难以与城市学校

相提并论，这会使青年教师成长受到
很大的局限。另一方面，青年教师一
般会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而在乡村
很难有合适的婚恋对象，导致许多青
年教师很难扎根乡村教育。

此外，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主
管部门不惜重金为乡村教育引进优秀
教师，但结果不是很理想。因为即便引
进了教育精英，也具有局限性，对乡村
教育的均衡发展没有决定性影响。

因此，改进乡村学校选人、用人制
度的确有必要。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应转变人才引进观念，“只选对
的，不一定选贵的”，选择适合所在地
区、愿意为乡村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
教师，才是正确的择师观、择才观。

首先，在用人制度上应结合教师
能力和基本素养，选择确实能引领乡
村教育的人才，不要再以年龄进行限
制。这样，将有工作经验、有乡村教育
情怀的城市老教师调入乡村学校，无
疑有利于乡村教育的发展。因为这些
城市老教师已经有了多年的教育积
淀，真正领悟了教育的真谛，而且相比
年轻教师，他们的家庭负担要小许多。

其次，完善乡村教师评价标准，
“师德为首，质量第一，数据说话”，
不管地区、性别、年龄，建立相同层
次教师实行同一考核标准的教师考
核体系。

此外，需要加强硬件设施投入，拿
出“变地球为地球村”的勇气，依托现
代信息技术，穿越时空局限，与城市名
校广泛缔结关系，共享城市名校的高
端资源，调动乡村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挖掘乡村教师的智慧。同时，结合
乡村学校特殊校情进行大胆尝试与创
新，走出一条具有浓厚乡村教育气息
的特色之路，健全“感情留人、事业留
人、良好的教育环境吸引人”的机制。

总之，扶持乡村教育必须创造一
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就业环境，
需要做到“想干事的给平台、能干事的
给舞台、干成事的给（政治、经济等）地
位”，为具有乡村情怀的教师提供更大
的人生舞台。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更
多的优秀教师对乡村教育充满希望和
憧憬，心甘情愿到乡村发展事业，并且
愿意留下来甩开膀子加油干。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局内人

乡村教师招聘，少些条条框框好
□刘 斌

争鸣

教师办公方式能否改改
□王 营

前段时间，在进行全县初中教学
工作视导调研时，一种现象引起了我
的思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
农村初中生源锐减，在这一背景下，学
校是以教研组为实体办公好，还是以
年级组为实体办公好？

目前，绝大部分初中学校仍然以
年级组为实体办公。有的学校全校不
超过六个教学班，初一只有两个平行
班，仍然设置了年级部主任、副主任等
中层职务，并且年级内还设置了只有
一人或两人组成的备课组。因为同学
科教师分散在不同年级办公，因此学
校教研组的设置有名无实，开展教研
活动难度较大，只是听听课、走走过
场，无实质性内容可言。

客观地讲，年级组办公曾发挥过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上世纪
末，部分学校生源膨胀，办学规模扩
大，同年级平行班级有时多达20多个，
任课教师也达到三四十人，以年级组
为实体的办公组织形式可谓优势明
显。它可以强化年级对班主任和学生
的管理，发挥班级管理的整合优势和

竞争优势，及时掌握学生在思想、生活
和学习等方面的表现，有利于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的培养和班级之间竞争氛
围的形成。

同时 ，由于同年级平行班级较
多，同学科任课教师一般情况下超
过三人，可以进行以研究教材和课
堂教学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备课。那
时，尽管全校教研活动难以统一开
展，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一个级部
实际上相当于一所小学校，同年级
学科备课组如果周密计划、统一要
求、管理到位，许多教学、教研活动
也开展得扎实有效。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年
级、同学科只有一两个任课教师，怎么
搞教研活动？如何进行集体备课？

本来，以教研组为实体的办公方
式是学校长期以来的传统。教研组作
为“教师成长的第一进修学校”，在转
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培养教师合作精神和专业化水平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新课
改以来，校本教研已经成为基本理念，

许多教师通过开展行动研究、个案研
究、教育叙事研究，及时反思自己的教
育教学行为，促进了自身专业化水平
不断提升。

研究需要交流，反思需要碰撞，验
证成果需要阵地，学校教研组理应成
为教师交流反思的平台、思维发展的
集散地。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应
当尽快思考教师工作的有效组织形
式，探索一条以教研组办公为主，又能
够兼顾班主任和学生管理的新途径，
从而强化学校教研组校本研究的职
能，增进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为学校
造就一支思想素质过硬、业务水平精
湛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在学校生源减少的情况下，恢复以
教研组为实体的办公组织形式，应当是
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许有人会担
心，一旦实施教研组办公，是不是会弱
化对学生的管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班主任是学生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学校德育处只要抓好对班主任的指导
和管理，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