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中国教师报迎来创刊15周年。

15 年是一个节点。今年开年，《中

国教师报》焕然一新，以更清新的面貌

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世界在变，我

们也无时不在变化，以适应这个新时

代。尽管行走匆匆，但我们的内心依然

笃定，不为别的，只因为有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始终围绕在身边——15年来，

许多读者与我们一路同行，陪着我们一

起成长。回首来时路，“温暖”二字是最

闪亮的关键词。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想

邀请这些同行的朋友，写下15年来你与

中国教师报的故事，或许是读报的心

得，或许是与编辑记者的某段故事。在

我们看来，在 15 年报庆期间，没有什么

比这些故事更珍贵、更能动人。

期待你来，你有故事，我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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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难求，顽疾待解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18年1月24日新闻新闻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始

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上半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出台

《学前教育法》。下半年，发生在幼儿园的种种

虐童事件，从上海到北京，从大都市到中小城

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解决好婴幼儿照

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出现在党的十九

大后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新部署里。

学前教育的问题，首先体现在高质量幼儿

教师“一人难求”。如何顺利招到幼师毕业

生？招聘季，这是令许多幼儿园头疼的问题。

几家用人单位抢一个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生，最火的早教专业毕业生与岗位比例最多达到

1：22。日前，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442

名毕业生在今年的毕业洽谈会上吸引来8000多

个岗位，幼师供不应求的局面继续。而据上海

《新闻晨报》报道，华东师范大学有100多名幼师

毕业生，却来了200家幼儿园招聘……

按照 2013 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

工配备标准（暂行）》，全日制幼儿园教职工与

幼儿的比例需要达到 1:5-1:7。然而数据显

示，2016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师

生比约为1:12，若要达到1:7的目标，需要新增

幼教职工 248.8 万人，我国幼儿园教职工配备

标准距离要求仍相差甚远。

而随着生育高峰的来临，新幼儿园建设、

幼师缺口的问题愈发严重。“我们发现，政府出

资扩建幼儿园越多，幼师缺口也随之拉大。”甘

肃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人表示，“本来一

个幼儿园可能缺3个老师，现在新建一个幼儿

园可能就需要30个老师。”

幼儿教师为何短缺？有媒体调查显示，幼

师专业的大学生，有的是父母帮助选的专业，有

的是被调剂过来的，毕业就转行现象不在少

数。此外，有调查显示，“压力大”“工资低”是幼

儿教师频频“跳槽”“转行”的最主要原因。2015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

告》显示，2014年学前教育领域专科以上学历教

师占比为66%，农村地区不到50%；从部分样本

城市情况来看，2014年，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

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为17%，

无证教师占比为22%。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认为，幼师短缺首

先是因为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不足，直接导致

没办法将优秀人才吸引到学前教育教师队伍

中来。再者，目前公办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水平

普遍比当地的小学教师低。“如果没有编制，这

些教师的工资比有编制的教师工资不止少一

半。”刘焱说。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月薪六七千元在

幼师行业已经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像

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公办园教师收入相对

还高一些；而民办园教师由于学历水平参差不

齐，初中毕业的占多数，且并非科班出身，只能

每月拿着三四千元甚至更少的工资。

幼儿教师的收入不高，但承受的压力却不

小。新华网报道称，据统计，超过半数的幼儿

教师表示，每天的工作时长在8-10小时，而有

22.14%的幼师表示，工作时间超过了 10小时，

且重复性太高，刻板而无味。

“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一名幼儿教

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真正让她感到疲

惫的不是一天到晚密集又琐碎的工作，而是

一种撕裂感，她所向往的学前教育与现实存

有巨大差异，她不明白为什么学前教育被如

此公式化地推进。

最终，不少幼儿教师选择了“逃离”。一位

从事学前教育工作十余年的民办园园长表示，

幼儿教师一茬接一茬换得非常频繁，“通常一

位老师，能干三五年就算长的，等到结婚生子

就很有可能选择离职，他们在职时的年龄平均

在20-26岁。”这位园长说。

解决之道，不外乎提高待遇、提高门槛。

日前，不少教育学者一致呼吁，应当优先投向

人力资源，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最

终才能促进质量的提升。

2018年的地方两会上，如何解决幼儿教师

问题成为一大热点。

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实验学校校长衷敬

高直言，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政府有责任把这方面的工作承担好，提高

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20多名市政协委员在

提案中也建议，提高从教津贴的标准——从教

年限一年100元提高到200元，且上不封顶，使

长期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优秀人员能留在幼

儿园的岗位上。

“可以大力支持本地各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

增设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师专业，同时提高幼儿园

保教人员的入职门槛，鼓励非专业、高学历的社会

人员进入幼师职业。”一名深圳市政协委员说。

去年9月出台的《河北省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2017-2020 年）》显示，计划到 2020

年，全省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达到 87%以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保障基

本、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到 2020 年，对于公办园、乡镇中心幼儿

园、农村小学附设幼儿园、村幼儿园中经相关

部门考核认定的非在编幼儿教师，其工资应当

达到当地幼儿园在编幼儿教师平均工资的

80%以上。”文件特别提出，要逐步实现幼儿教

师同工同酬。

这可能是学校和家长最愿意看到的局

面。“在提高幼儿教师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

的待遇，社会也要尊重幼儿教师的劳动。”一

名家长说。

据《南方周末》《北京晚报》《合肥晚报》等

媒体综合报道

□本报记者 黄 浩

“从根本上讲，绩效工资是衡量一名教

师德能勤绩的综合考量。但绩效工资沦为

考勤工资在基层学校比较普遍，重勤轻能、

重勤轻德的情况几乎都存在，这有悖于绩

效工资发放的初衷。”

——近日，一名基层教师在《中国青年

报》刊文称，学校若只用考勤作为衡量教师

绩效工资发放的最重要的标准，显然是抓

了芝麻、漏了西瓜。在德能勤绩里，最重要

的恰恰是前两项：德和能，而一个德能兼备

的教师永远是最令人信服的。

（据《中国青年报》）

“公众更喜欢‘有温度的教育’，教育评

价制度除了要关注学生的高分高升学率，

也要关注其背后愉快的教育过程、均衡的

教育生态；除了要关注智能发展，也要关注

学生的心理健康、健全人格、积极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等。”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某教师用诗

词给班上的学生写下“最具诗意”的期末评

语而走红，这些诗句评语不仅将每一个学

生的名字融入诗中，还配上了诗句的寓意

解释。有评论称，“诗体评语”及时捕捉和

放大了每个学生的优点，无意击中了当下

期末评语“缺乏情感”的软肋。

（据《南方教育时报》）

“一所有追求的学校，一定要有危机意

识，推动学校主动创新发展模式。而这种

主动创新是一个大命题，涉及课程、教学、

测量、评价等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每所学

校都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寻找到创

新的起点。”

——日前，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

桂梅在《人民日报》刊文称，教育要有新作

为，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教育的未来，更要关

注时代的未来。在专注教育内部变革的同

时，还要有更宽的时代视野和格局。

（据《人民日报》）

“不仅是课堂，还要通过校本课程、课

外活动、社会实践、家校互动等各种途径，

以体验式学习为主，让爱国主义思想走进

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灵，成为他们的思想财

富和动力源泉。”

——近日，一则特殊的寒假作业在郑

州家长的朋友圈引发热议：“亲爱的同学

们，请你利用寒假时间‘采访’你的祖辈、父

辈，以‘三代人看时代’为题写一篇作文，结

合祖辈、父辈和你三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

的观察和理解，从时代变迁中感受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富强的沧桑巨

变。”——这则由郑州市宇华实验学校提前

给学生布置的寒假“德育作业”，收获了家

长们的普遍赞誉，被网友称为“最正能量的

寒假作业”。

（据《大河报》）

声 音

（上接1版）

“高考也好，学业水平考试也好，都需要

命题，而命题需要有依据和参照。为此我们

对课程标准进一步具体化、细化后，研制出

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业质量标准。这个质量

标准对学生学习的程度做了一个水平划分，

一般三至五级，由此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把握教学的难易程度，同时为高

考和学业水平考试命题提供一个参照。”郑

富芝介绍说。

以语文为例，学业质量标准明确将学

业质量划分为 5 个级别的水平，水平一和水

平二是必修课程学习的要求，水平三和水

平四是选择性必修课程学习的要求，水平

五是选修课程学习的要求。在对接考试方

面，水平二是语文学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的依据，水平四是高校考试招生录取的依

据，水平五则是对语文学有余力的学生设

置的更高要求，修习情况可供高校或者用

人单位参考。

“未来我们的目标是：高考、学业水平考

试都要变成真正的水平考试。也就是说，学

生一门学科学完之后，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与其他学生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其本人在这

个学科领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郑富芝

强调说。

突出“优秀传统文化”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本次普通

高中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其中语文课标最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

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部分。

“内容更全，分量更重，要求更高。”郑富

芝用了三个“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

文学科的体现。一个最直接的例证是，语文

学科设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将

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

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 14 篇（首）增

加到 72 篇（首），提高了学习要求。此外，美

术、音乐、体育与健康、数学等课标都增加了

有关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与此同时，本次普通高中课标修订也特

别加强了革命传统教育。语文、历史、思想政

治、音乐等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对革命

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如语文课标中，设立专门的“革命传统作

品”专题，要求学生在课内外广泛阅读革命先

辈的名篇诗作，课内外读物推荐篇目涉及毛

泽东诗词，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作家反映

革命传统的作品。历史课标明确要求学生系

统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历程。

“当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把自己

的文化传统、文化符号都忘却的时候，也是一

个民族逐步迷失自我、失去文化之根的时

候。因此，我们的课程必须担负起保留文化

传统的重任，回应国家发展战略，树立国家认

同，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北京十一学

校校长李希贵这样评价说。

相比以往，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有了许多新内容，但这些新内容会不会增加

学生负担，如何在教育教学中得到贯彻落实，

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我们在进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修订的时

候战战兢兢，十分慎重地对待课程的容量和课

程的难度，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利益。

为此我们也做过国际比较，经过认真测算，中

国学生的负担算是适中的。”王湛说。

但王湛也坦言，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在实

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各种

社会课业辅导等，“这次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

课程方案的实施，关键是要抓实施，尽可能使

实施符合课程标准的理念，让学生有适当的、

合理的负担，既能够为未来培养高素质国民

奠定基础，又能够有利于自主发展”。

“最关键的还是师资队伍建设。要根据

课程实施的需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配齐配

足专任教师，满足实行选课走班教学、指导学

生发展等方面的师资需要。要加强教师、校

长的全员培训和研修，使他们切实理解、把握

课程内容要求，增强教书育人与实践育人的

意识和能力。”郑富芝强调说。

教育部公布普通高中新课标

首届全国好习惯之星评
选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1 月 18 日，

首届全国好习惯之星颁奖暨养成教育

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大赛组委

会评选出“全国好习惯之星”81 名，“年

度优秀好习惯培养师”43名，“好习惯家

长”81 名，“年度养成教育建设优秀学

校”23 所。同时，活动负责人关鸿羽在

大会上还宣布启动“百城万校养成教育

课题成果共享计划”。

江苏举办2018年学前教
育师资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通讯员 孙陆培） 近日，江

苏省 2018 年学前教育师资专场招聘会

暨 2018 届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成果展示

活动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举行。活动

由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主办。此次活动分为美术作品展览和

专业技能汇报演出。江苏省大学生艺

术展演特等奖作品小合唱《九儿》等亮

相，荣获2017年共青团中央优秀实践团

队、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十佳团队”的

“彩虹伞——关爱农村儿童、倾心文化

传递”服务团队也进行了展示。

武汉市黄陂区举办中小幼
校（园）长高级研修班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旭） 日前，武汉

市黄陂区举办首届中小幼校（园）长高

级研修班，此次活动由黄陂区教育局人

事科主导、黄陂区教师进修学校主办，

全区50名校（园）长参加培训。据悉，该

培训是 2017 年 9 月启动的黄陂区中小

幼骨干校（园）长培训工程的一部分，培

训釆取异地访学、高校研学、专家入校

诊断、在岗研修等多种方式进行。

“一贯制学校·螺旋式成
长”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日前，在北

京市京源学校莲石湖分校举办的“‘一

贯制学校·螺旋式成长’九年一贯制课

程建设与教学管理”研讨会上，10 节不

同特色的课堂案例，专家、师生不同层

面的解读，为 300 余名教育人共同呈现

了“一贯制学校·螺旋式成长”的精彩。

北京市京源学校莲石湖分校校长

孙清亚介绍，建校近四年来，学校以“在

地课程”为代表，倡导无边界学习，打破

传统课堂中学习空间被限定的“藩篱”，

逐渐形成了“一贯制学校·螺旋式成

长”，让学生在不同学段获得不同成长。

《小米多诗词王国漫游记》
新书首发

本报讯（记者 金锐） 日前，辽宁人

民出版社举办中国原创儿童诗词小说

《小米多诗词王国漫游记》新书首发

式。作者余闲表示：“这是一部写给学

生的诗词鉴赏书，希望能够运用奇幻、

悬念、穿越等元素，结合情境式写作手

法，让艰涩的诗词变得亲切，让枯燥的

历史变得生动。”据悉，中央歌剧院演员

康庄为《小米多诗词王国漫游记》中所

有诗词朗诵配音，让读者在阅读诗词的

同时，收获一场声音的盛宴。

读报会·同行15年

征稿

陕西渭南：寒假前的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
寒假即将来临，近期，陕西省渭南市部分学生走进渭南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基地，渭南高新交警大队通过寓教于乐的宣传形式，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学习假期安全出行知识，给学生上好寒假前的最后一堂交通安全课。（崔正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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