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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睿见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在

乡村，关键在教师。新招录乡村教师，

是指为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新招录的教

师。不言而喻，新招录乡村教师作为

乡村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其专业发

展状况不仅关涉乡村教师整体的专业

水平和乡村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而

且关涉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速度

和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进度，甚至影

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及乡村振兴

战略的进展。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招录乡村

教师群体中，有一些教师还未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有一些教师未受过系统

的师范教育训练，还有一些教师最高

学历是本科，与“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执

教侧重培养研究生层次教师”有一定

的差距。另外，有些教师专业品格偏

低。所谓教师专业品格，是指附属于

教师身上且与其从事教师职业活动密

切相关的品格。调查中发现，有些教

师对“教师在教育事业上应该甘于无

私奉献”“教师职业是自己的志业”“当

初报考教师岗位的主要原因是非常喜

爱教师职业”“愿意到乡村学校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的观点认同度还有待加

强。最后，有些教师专业能力不够扎

实。教师专业能力是指教师从事职业

活动时必须具备的相关能力，是影响

教育教学活动效率的直接因素，是事

关教育教学活动能否顺利实施的关

键。不容乐观的是，当前一些新招录

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较为薄弱，他们

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调控能力以及

课程研发能力都比较欠缺。

为了促进新招录乡村教师的专

业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可以采取以下

举措：

适当提高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新

招录教师的入职门槛。教师专业发

展是一个职前、入职及职后一体化的

持续过程，入职门槛越高，新招录教

师专业发展的基础越好，越有利于其

后续的专业发展。为促进广大新入

职教师的专业发展，迅速提升新时代

教师队伍整体专业化水平，我们要根

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严格教师

准入，新入职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

格，提高入职标准，逐步将小学教师

学历提升至师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

专业本科，初中教师学历提升至本

科，有条件的地方将普通高中教师学

历提升至研究生，通过政策倾斜，提

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

学 校 中 具 有 研 究 生 层 次 教 师 的 比

例。为此，针对当下新招录乡村教师

中存在的一些欠缺之处，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应根据

文件精神，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适

当提高新招录教师学历，将取得教师

资格证作为入职的基本条件，同时优

先招录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毕业生。

切实加大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新招

录教师的培训力度。我们要千方百计

加大新招录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不

断提高其培训质量。要把乡村教师培

训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经费

投入，确保乡村教师培训时间和质量，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整合高

等学校、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中小学

优质资源，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

持服务体系。

竭力完善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新

招录教师的培训课程。课程是培养

人才的蓝图，课程质量决定着人才培

养的质量。针对当下乡村义务教育

学校新招录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现状，

除了“国培”之外，各“省培”承担机构

应完善相应的培训课程体系，行之有

效的做法是：一方面在设计培训课程

体系的总体思路上，分别为受过系统

师范教育和未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

新招录乡村教师（简称两类新招录教

师）设置差异性的培训课程体系，并

为未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新招录乡

村教师提供补偿性培训；另一方面，

在两类新招录教师培训课程体系中，

适当增加有利于提升两类新招录教

师专业品格和专业能力的课程，以及

有利于丰富两类新招录教师的教育

性知识和通识文化知识的课程。此

外，为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两类新

招录教师开设应对教师资格证考试

的相应课程。

合理引导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新

招录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人的发

展是外因作用于内因的结果，新招录

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其自主专业发展，而这离不开

科学、有效的乡村教师政策与制度的

合理引导。为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志愿到广大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

且从整体上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专

业发展水平，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在促进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不

过，要想进一步发挥相应政策对于新

招录乡村教师自主专业发展方面的

促进作用，还需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

的挖掘与探究。

乡村教师既是乡村教育的第一资

源，又是乡村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根基。新时代，我们一

定要为乡村教师发展助力。

（作者系长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

长、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促进新招录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
□ 徐 红

新招录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其专业发展状况不仅关涉乡村教师整体的专业水平和乡村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而且关涉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速度和城乡教育公平发展的进度，甚至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展。

周心欢周心欢：：为未来培养为未来培养““全人全人””
思想力校长

从北京二中副校长岗位退休，然后来到北京德闳学校做校长。为什么要做如此选择？她说，自己不想做自满的井底之蛙，而是要实现

一个教育人的梦想，去培养有中国心的世界人。

□ 本报记者 康 丽

浅色上衣，格子短裙，温暖的笑

容，初见周心欢的人，都会惊讶于她的

“年轻”。

从语文教师，到年级组长、学校副

校长；从带毕业班，到负责教师培训与

管理工作，用周心欢的话说，自己几乎

体验了基础教育学校的各个岗位。但

就是这样一位资深教育人，从北京二

中副校长的岗位退休后，没有选择含

饴弄孙，而是来到北京德闳学校，当起

了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校的校长。

“为什么选择德闳？”这是周心欢

经常会被问及的问题。

“实现一个教育人的梦想。”周心

欢笑言。

不做自满的井底之蛙

北京二中，是一个很“养人”的

学校。

说起自己待了大半辈子的学校，

周心欢充满了感情，让她印象最深的

就是学校“空气养人”的教育理念。

空气是生命之源，虽然空气看不

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地都在影响人的

生活。学校是一个个生命成长的地

方，同样需要“空气”，养人的“空气”。

“当我们的学生走出校园之后，留

在他们记忆中的不是语文考了多少

分，不是哪一门具体的学科或知识，而

是一种价值认同、行为习惯、学习方法

和生活态度。真正好的教育是润物无

声的，如同我们身边的空气，无处不

在、无时不在地滋养着每一个生命。”

在这样的环境中，周心欢充满自信。

不同于那些只抓分数的同行，她是各

方面都很优秀的好教师。

但一次出国经历，让这个自认为

孜孜不倦的好教师“深受打击”。

2005年，因为女儿在加拿大，周心

欢请假也前往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

期间，她突然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了。

“换了一个地方，生活能力就这么

差？”周心欢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理

念，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只有当教育

和生活有了真正的内在联系，教育本

身 才 更 有 意 义,学 生 的 学 习 才 更 有

兴趣。

虽然是看望女儿，但周心欢没有

闲着，而是在汤普森河大学（TRU）完

成了英文语言学的学习，并获得继续

教育证书。

“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也是

最刻苦的那个学生。”回忆往事，周心

欢自嘲道。但她从这次学习经历中收

获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教

师不能是井底之蛙，放下架子，会发现

周围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次加拿大之行，改变了周心欢

的思维、格局、眼界，也让她对教育有

了更多的体悟。

2008 年回国之后，周心欢开始组

建北京二中国际部，全面领导学校课

程设置、学生管理、师资招募与培训等

工作。每年的招生季，周心欢都忙得

像个陀螺，面试考生，与家长沟通，从

某种意义上当起了这些学生的“人生

规划师”。她越来越意识到，不管是国

际高中还是公办高中，育人目标应该

是一致的，即培养人格健全有智慧、全

面发展有特长的学生。“学生喜欢读

书、热爱运动、善于沟通、不吝惜奉

献。真正的人生规划应该落实在这些

方面”。

“教师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发现

他的兴趣，并且在各个方面支持孩子

的兴趣，并能有所实现。”周心欢说。

好教育就是让学生安
全、舒适、自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心欢收到了

北京德闳学校抛出的橄榄枝。

“德闳”的校名取自于德威的“德”

与容闳的“闳”。容闳是毕业于耶鲁

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推动中国

幼童赴美留学实现教育救国的先驱。

容闳的后人参与创办了德威教育集

团，旗下的德威国际学校遍布亚洲 4

个国家、7 个城市，以全人教育成果

著称。

“最先吸引我的是德闳教育的价

值观：倡导全人教育，关注身心健康，

既追求学术上的卓越，也鼓励孩子通

过艺术、体育等，多维度审视自我、探

究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被鼓励着享受学习过程，成为终身

学习者。”周心欢说。

彼时的北京德闳学校还没有建

成，在参观上海德闳学校的一次过程

中，迎面看见学生无拘无束的笑容，周

心欢被深深打动了：“孩子如果没有在

自信、安全的环境中，是不会笑得那么

开心、自然的。”

自认为“第六感超强”的周心欢在

那一时刻，感到自己触摸到了好教育

的灵魂。

照片留下了这些孩子的笑容，而

周心欢特意将这张照片放在自己的办

公室里，提醒自己——好教育就是让

学生安全、舒适、自在。

“前半辈子都在公立学校，在教学

上也做过一些创新尝试，后来经历了

中西方文化、理念和教学的碰撞与融

合，但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踏踏实实地

落到实处，真正办一所学校，还是全新

的体验。”周心欢渴望在北京德闳学校

实现自己的教育蓝图。

创业艰难百战多，与以往做副校

长不同，周心欢要考虑的显然更多。

而她最看重的是“安全”。

建筑材料要用最安全的，通风设

备要用最安全的，课桌椅是孩子用的

时间最长的，必须要用最安全的。

“有些人关注的是冰山上的东西

多么绚烂，我们关注的是冰山下的边

边角角，也许不显山不露水，但我们自

己 知 道 教 育 就 是 个 良 心 活 。”周 心

欢说。

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需要靠人来

执行。如何挑选到合适的教师，周心

欢告诉记者，自己挑的不是人，而是对

方的教育理念。

“首先要对全人教育理念持赞赏

态度，甚至对它很兴奋；其次要有终身

学习的习惯，最后是拥有开放的心态，

敢于面对挑战。”在周心欢看来，凡是

能进北京德闳学校的教师都应该是

“先锋教师”，也只有这样的教师组成

的团队才能勇于面对变化，不故步自

封，是追随时代前进的教育者。

培养有中国心的世界人

6月26日，北京德闳学校的第一次

家长会如期召开，主题是“幼小衔接”。

“我们十分强调家长的教育理念

要与学校一致。基于德闳全人教育的

理念，家长也可以分别从情感、社交、

身体、基础认知以及学习技能五个方

面，在暑假帮助孩子完成从幼升小的

顺利过渡”。在周心欢看来，家长要尊

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的发展，不能超

前教育，“我们希望孩子的学习过程不

是单纯地被灌输各种知识，而是能够

充分调动他们的求知欲和主观能动

性，让他们去发现、去创造、去开辟从

未有人踏足过的新世界”。

而这正是德闳教育“学生为先，全

人教育”理念的体现。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北京德闳学

校的课程由三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的环节组成。它们分别是中国国家九

年制义务教育课程；以全人教育、探究

式学习、技能学习为基础的课程，最终

发展到世界公认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

课程；另外还有继承德威公学400多年

教 育 创 新 和 卓 越 传 统 的 德 威 特 色

课程。

在教授中国国家义务教育课程的

过程中，一部分科目采用中文作为授

课语言，另外一部分科目采用英文作

为授课语言。在延展出来的课程中，

德闳采用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和跨学科

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设计能够帮助学

生丰富和加深对于自我、文化和周边

世界的学习。

此外，与一般国际学校不同，北京

德闳学校不仅采用双语教学，而且更

注重在双语、双文、双文化的环境下，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学生能够

在包容开放的氛围中理解并适应东西

文化的差异，知晓自身在多元文化中

的无限潜能。

以英文教育为例，德闳的英文课

程由两支团队合作完成。中国教师主

导英语知识的学习，例如词法、语法、

句法，他们以发展学生语言准确性为

目的，必要时用学生母语解释疑点、难

点，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好语言

知识的基础。外籍教师主导英语语言

的使用，以发展学生语言实用性、流畅

性、真实性为目的，他们设计以学生为

主导的探究单元，让学生在发现问题、

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使用英

文，获得真实的互动机会，使英文自然

而然成为自己的使用工具。

“我们特别强调中国身份的认同，

强化中国人的意识。”周心欢表达了这

样的观点。事实上，这也是一些国际

学校面临的困难。

一件小事体现了周心欢的坚持。

学校现有6名外籍教师和10名中国教

师，除了与外籍教师交流外，无论是在

教研还是在教学中，每一名中国教师

都依然用自己的中文名字。

“一些国际学校曾经走过弯路，淡

化中国元素，这样做其实并不对。越

是国际教育，越是要强调本国教育，先

把中国的底子打好，把自己的教育做

好、做实，这样培养出的中国学生走向

世界才是优秀的。”周心欢说。

6月的炎热刚刚开始，上海德闳学

校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各类活动：德威

摄影大赛、夏季运动会、才艺达人秀、

“抗击饥饿”志愿活动……7月，北京德

闳学校正在紧张忙碌筹备，准备迎接

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开学日，尤其是即

将到来的首批150名学生。

对此，周心欢充满期待：“教育是

一辈子的事业，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播

下一粒种子，让他们懂得爱护环境、乐

于助人、知晓感恩，成为‘全面发展的

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名既深谙中华

文化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公民。”

周心欢，北京德闳

学校创校校长，北京二

中原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