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些中小学校门口，经常

可以看到众多的责任标牌，如中

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公示牌、

学校法治副校长责任工作牌、师

德师风举报公示牌、校园欺凌治

理公示牌、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公

示牌等，每块公示牌上都有责任

人、联系方式、工作职责等内容。

至于悬挂这些公示牌的意义，最

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上级部门要

求挂就得挂，每次来学校检查首

先要看公示牌，没有相应的公示

牌，就说明学校工作没做到位，就

得通报批评。

校门口的责任标牌往往出自

不同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的不

同科室，统一制作安排，学校必

须张挂。责任标牌承载的是责

任与职责：责任督学公示牌，彰

显的是国家教育督导的制度安

排，是责任督学与学校及家长联

系的桥梁与纽带；学校法治副校

长责任标牌则是警校联系的标

志，方便学校与家长快速报警，

反映情况；其他举报公示牌则是

教育专项治理的硬性要求，利于

工作公开透明，提高政策的知晓

度。这样看来，每一块责任标牌

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然而，凡事一多就滥。校门

口责任标牌过多，师生和家长都

懒得去看，更不用说知晓其内容

与信息了。这样一来，责任标牌

便成了摆设。实际上，校门口责

任标牌并不是越多越好。责任标

牌要挂，但要统筹兼顾，重点突

出，职责明确，指向清楚。

一要整合规范责任挂牌事

项。责任标牌无论出自哪个部

门，其最终指向都是学校的校务

管理，都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校

协调解决校园周边的环境问题，

增强学校与家长以及社会的沟通

联系。实际上，中小学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工作已经涵盖了这项职

责。2013 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中小学校责

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明确指出，

责任督学八项经常性督导事务要

被印刻在督导公示牌中，师德师

风举报公示牌、校园欺凌治理公

示牌、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公示牌

等涉及的内容都是责任督学督导

的内容。即使是法治副校长工作

牌，也可以通过聘任辖区民警为

责任督学的方式，将其整合到责

任督学挂牌督导的行列。责任督

学受教育督导机构委派，代表政

府对中小学校履行监管职责，其

监管职能涉及方方面面，与其监

管职责重复的内容，完全没有必

要另行悬挂责任公示牌。因此，

进一步明确督导职责，整合规范

责任挂牌事项，势在必行。

二要实行标牌悬挂备案制

度。校门口的责任公示牌面向家

长与社会，不能随意为之。为此，

应建立完善学校校门公示标牌审

批备案制度，所有悬挂在校门口

的公示牌必须经地方党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以及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审核同意，并实行备案制度，

做到标牌责任明确、人员明确、职

责明确、监管明确，确保相关人员

认真履行职责，工作有序推进，为

学校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要严格落实监管受理制

度。实行责任标牌归口管理后，

要充分发挥责任标牌的桥梁作

用，要建立完善信息收集、上报、

交办、处置、反馈机制。归口保留

的责任标牌，诸如督学公示牌，一

旦接到涉及师德师风、校园安全、

校园欺凌等问题的举报，应主动

联系学校妥善解决，或转报给辖

区责任民警、教育主管部门相关

科室，并将受理情况与处置结果

及时反馈给学校及举报人，真正

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校门口责任标牌承载的

是责任，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少

之又少、精之又精。张挂责任标

牌，有关部门要做到有效整合、信

息共通、快速处置，而非一挂了之。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宿州市

埇桥区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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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课下乡不是“一锤子买卖”
□罗义安

在某区组织新教师培训启动仪

式暨培训活动中，有两名坐在中间位

置的新教师居然多次旁若无人地睡

着了。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就忙着摸

手机。活动准备结束时，主持人严肃

批评了这两名新教师。有些教师认

为，该主持人当众点名批评的做法有

所不妥，因为即使要批评，也不应当

众点名，并且语气应轻柔一点，要注

意保护教师的自尊心。

对于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这

是因为不少教师只是感受到了主持

人批评的严肃认真，也只是关注了

两名新教师的内心感受，偏偏有意

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两名

新教师在参加培训过程中的表现太

过分、太出格，与教师应有的形象差

距太大；如果不能严肃认真地给予

批评，不仅这两名新教师可能会继

续我行我素，而且可能会让其他新

教师“被感染”，有可能导致教师培

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些问题，不少主持人出于

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往往习惯于“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有时

候，有些参加培训的教师行为实在

“不像话”，主持人实在看不下去、忍

无可忍了，也只是含蓄地“友情提示”

一下，还生怕因此“得罪”了这些教

师。所以，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教师

培训过程中，几乎听不到任何批评的

声音，更不用说有主持人敢于公开点

名批评极个别教师了。

正因为如此，渐渐地，一些教师

在参加培训的过程中，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散漫、越来越无所顾忌的现象

屡见不鲜：接听电话、发送信息、窃窃

私语、东张西望、指手画脚、频繁进

出、中途开溜……培训现场几乎成为

极少数教师“休闲片刻”的茶吧。无

数事实证明，主持人总是考虑要“保

护教师的自尊心”，总是指望参加培

训的每个教师都能自觉、自律，这是

根本行不通的。

其实，主持人在教师培训中的过

程管理，相当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

组织管理。教师要想保证教育教学

活动的正常顺利开展，让每一位学生

都能自觉、积极地投入课堂教学中，

以获得教育教学的成功、切实提高教

育教学效益，必须非常重视课堂教学

的组织管理工作，尤其要密切关注极

少数“开小差”的学生。那些在培训

现场不顾自身形象、不能管住自己的

教师，就相当于在课堂上“开小差”的

学生，主持人作为组织管理者，怎能

对他们的过分、出格行为熟视无睹、

置若罔闻？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主

持人公开点名批评的做法，不仅可以

让受到批评的教师以合格教师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主动融入参加

培训的教师团队中，不至于沦落为教

师队伍中的“边缘人”、落伍者，而且

对其他参加培训的教师也发挥了重

要的警示作用，让大家都能够做到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看来，主持人对极少数不

够自觉、不能自律的参培教师提出

严肃批评，是对培训管理工作的高

度负责，是对培训效果的高度重视，

也是对参培教师的高度关爱。很显

然，这样的主持人才是名副其实的

“好教师”，只有在“好教师”的课堂

上，所有参加培训的教师才容易成

为“好学生”。参加培训的教师遇见

了这样的“好教师”，应该感到庆幸

与自豪。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市安

定小学）

教师培训不能缺了“批评”
锐评

□张建国

送课下乡或送教下乡是许多地方

城乡学校结对帮扶的常规活动，即城区

优质学校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上示范

课或观摩课，为乡村教师提供“攻玉之

石”，帮助乡村教师提升教学能力、提高

教学效率，进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可是，在一些地方送课下乡却成

了“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教育

主管部门热衷于组织此类活动，并要

求学科全覆盖，乡村学校和教师对此

类活动却不感兴趣，消极对待。

由于经费紧张、师资紧缺，乡村教

师外出学习特别是外出听课的机会比

较少。送课下乡，足不出户便可以现

场观摩优秀教师的优质课，乡村教师

却为何兴趣不浓、热度不高。其原因

在于，有些城区骨干教师把送课下乡

当作“一锤子买卖”：要么“炫技”，把

课堂变成秀堂，一味展示自己的教学

水平和能力，让乡村教师自叹不如，

从而产生挫败感；要么课堂教学虽然

“高大上”，但不对“胃口”，致使乡村

教师产生抵触情绪；要么敷衍了事，

所谓的示范课或观摩课与乡村学校教

师的常态课没有多大区别，含金量不

高，没有示范作用和引领价值，乡村

教师无获得感。

送课下乡不是“一锤子买卖”，而

是一系列帮扶活动，需要环环相扣，

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如果说上示范

课相当于“现场推销”，送课前则要进

行“市场调查”，送课后还要跟进“售

后服务”，这才是完整的送课下乡活

动。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把送

课下乡简化为上几节示范课。整个

活动起于示范课，止于示范课，导致

送课下乡活动成色不足、含金量不

高，起不到帮扶作用。因此，无论是

组织送课下乡的学校还是承担讲课

任务的教师，在打磨课的同时，还要

在“市场调查”和“售后服务”两个环

节上花一些时间，下一番功夫。

进行“市场调查”有助于提高帮扶

的针对性。所谓“市场调查”就是在送

课前，授课教师要深入到乡村学校，对

课堂教学进行“诊断”，了解乡村教师

的真实水平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课

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承担送

课下乡任务的教师往往根据平时任教

的班级学情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流程，缺乏针对性。城区学校的骨干

教师到乡村学校上课，面对的是乡村

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如果省去“市场调

查”这个环节，不了解学情和师情，示

范课不可能备好，更不可能讲好。

“市场调查”越深入，准备就越充

分，帮扶才更具针对性。因此，“市场调

查”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道听途说，而

是要深入实地，全面了解学情、师情。

开展“售后服务”有助于提高帮扶

的实效性。现场观摩示范课后，乡村

教师还需要一个消化过程。经过一段

时间的消化后，授课教师还要回访，开

展“售后服务”活动，即跟踪指导与引

导，重点了解示范课是否产生了示范

效应，根据乡村教师的消化程度给予

指导，解决“消化不良”问题，从而提高

结对帮扶的实效性。

“售后服务”的方式多种多样，既

可个别辅导，也可集中指导——或随

堂听课，根据课堂教学情况，有针对性

地进行指导；或组织座谈，答疑解惑，

为“疑难杂症”开处方；或举行专题讲

座，为教师专业发展指点迷津。

送课下乡是一套完整活动，是一

个动态过程，只有“市场调查”“现场推

销”“售后服务”各环节均落实到位，送

课下乡才能真正为乡村教师“强身健

体”，为乡村教育“强筋壮骨”。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安陆市紫金

路小学）

近期，不少学校都在开展校园

运动会。在体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

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运动会有更深

入的思考。一段时期以来，校园运

动会的比赛项目被一再削减，时长

被不断压缩，主题被过度泛化，运动

会本身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大

不如前。

回顾过去的 20 年，校园运动会

的名称多次更迭。从最初的“秋季田

径比赛”到“校园运动会”，再到时下

风行的“校园体育节”，单从名称的变

迁来看，以体育为主题的运动会，其

内涵没有得到丰富，外延却无限扩

展。现在的运动会，给我们留下最深

印象的往往是载歌载舞的入场仪式，

或是某篇热情洋溢的赛场“通讯稿”。

造成这一局面，我认为原因有

以下两点：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铅

球、铁饼、标枪等带有较大风险的项

目被“开除”出运动会，“田赛”仅保

留跳高、跳远两项作为代表，“径赛”

中的男子 3000米长跑因耗时过长、

观众热情不高、赛后学生身体恢复

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也被“请”出

了比赛项目，“田径运动会”徒有虚

名；另一方面为兼顾公平，营造人人

参与的热烈气氛，学校举办运动会

时，趣味性、娱乐性项目越来越多，

艺术表演成为首选。

体育具有竞争性，参赛者在同一

标准下有显而易见的输赢，运动会入

场表演则应归入艺术类范畴。遗憾

的是，时下体育节对此却乐此不疲。

就班级参加体育节评比的实际情况

来看，只要入场式搞得好，通讯稿写

得多，家长送来的饮料食品够气派，

班级就能在体育节评价中拿高分。

参赛项目少点，比赛得分低点，对班

级参与体育节的成绩影响甚微。

体育与美育虽多有交叉，但其

边界还是存在的。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旨在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体育工作要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美

育工作则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

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

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

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两个文

件表述的区别印证了不能将体育与

美育混为一谈。

校运会作为体育工作的重要表

现形式，首先应该恪守体育主题。

为此，学校要有明确的导向和指引，

既不追求运动会上的“歌舞升平”，

也不主张艺术节里的“争先恐后”。

这样，体育与美育才能拥有真正属

于自己的“舞台”，才能绽放各自的

光彩。

校运会是一年一度的校园盛

事，更是检阅学校体育工作成效的

重要窗口。为此，要确保体育在校

运会的主体地位，厘清体育与艺术

表演的边界，还校运会本来面目，这

也是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的

重要抓手。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聚焦特色
更要坚守本色

纵横谈

□陈立武

时下，特色一词很时尚，仿佛只

要有了“特色”，工作便熠熠生辉，有

了品位。我们看到，不论报刊文章还

是学者报告，都在大声疾呼学校要特

色发展，实现弯道超越。

没错，任何学校都有其特点，都

是个性鲜明、独一无二的。但是，当

有人问起某所学校到底有什么特点

和特色时，被问者却往往很难回答。

为何如此？因为多数学校的特色

不够鲜明，无法拿出有力的佐证材料。

更因为学生虽然千人千面，各不相同，

而我们的培养方向却是有共性的——

教育要求有共性，学校建设和设施装备

有共性，甚至家长的期望也有共性……

所以学校教育首先会奔着大家公认的

几乎相同的价值方向而去。

那么，什么是教育特色或特色教

育？那就是学校在贯彻执行党的教

育方针的基础上，在德智体美劳“五

育”培养上有超出一般的做法，不同

寻常的价值追求和结果呈现；比如德

育先进校，体育特色校……更通俗的

说法是：全面发展＋特长＝特色。

然而，在聚焦特色、推行特色发

展的战略中，有的学校让学生从头到

尾、从早到晚死记硬背经典“古籍”，

因此有了所谓“经典诵读”特色；有的

学校挑选不足5%的学生成立器乐演

奏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称之为“艺

术乐园”特色；有的学校寻找个别身

体强壮的苗子进行专项体育训练，在

体育比赛中摘金夺银，于是“体育特

色”的牌子就竖起来了……

毋庸置疑，这些做法是对特色办学

的曲解。严格地说，不是真正的特色。

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学校特色？

如何创建特色学校？

学校特色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

成的独特风格、风气，是一所学校整体

办学思路以及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来

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了学校向上、进

取的个性特征。

我过去一直在师范学校工作。老

中师的特点是管理严格，校园像军营

一样，始终坚持师生同上早操，无论酷

暑严冬，早晨起床铃一响，师生陆续奔

向操场，整齐列队跑步、做操。早操后

学生晨读、洗漱，整理内务。每周一早

操前，学生在国旗下列队集合，举行升

旗仪式并有国旗下的讲话，依据校历

安排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思想品德教

育。一两百亩的校园由各班级分片包

干，学生每天除打扫教寝室卫生外，还

要负责环境卫生区的打扫；学生在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劳动锻炼中练就

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养成了良好的生

活学习习惯……毫无疑问，这才算得

上真正有特色，才是学校应该坚持的

特色发展。

显然，特色不是另辟蹊径、重起

炉灶，不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而是

继承发扬、抱专守正、秉持创新。没

有面向全体或大多数的特色无疑是

投机取巧，故弄玄虚；没有全面发展

的特色则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没

有德育为先的所谓艺术体育特色是

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绝非真正的“立

德树人”——丢了本色，怎会有特色！

我们追求教育特色，更要坚守教

育本色！

（作者单位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滁州分校）

从主题泛化的
“校运会”说开去

争鸣

□钟洪尧
责任标牌并非越多越好
局内人

□梁 好

石向阳/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