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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认证助推高质量教师教育
为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全面开

展，助力教师教育振兴发展，4月9日，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

作总结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和专

门委员会委员代表、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代表、认证机构代表、高校代表、基

础教育行业专家代表等 200 余人参

会。会议同步开设近200个视频分会

场，1.3万余人次在线收看。与会者围

绕“全面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促进师

范教育高质量发展”主题，总结师范类

专业认证工作启动3年来取得的进展

与成效、问题与挑战，探讨“十四五”期

间认证工作规划与发展。

2017年底，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提出建立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不断提高教师培养质量。认证工

作启动3年多，工作进展与成效如何？

“师范类专业认证立足于我国国情，秉

持教育发展新理念，回应师范教育新要

求，借鉴国际经验，是一项开创性的工

作。”教育部原副部长、认证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利民在会上表示。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宋磊

介绍了“十四五”期间建设高质量教

师队伍拟采取的新举措。他强调，师

范类专业认证是教师教育改革“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

进一步做好统筹规划、完善协同机

制、提升认证水平、推进结果应用，以

认证促进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构建。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

任范唯在专题报告中指出，师范类专

业认证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高等教育评估认证监测工作要

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好分

类评价，引导学校建立完善的质量保

障机制，形成质量文化。据介绍，新一

轮审核评估于2021年开展试点。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启动以来，

广东省积极响应，于 2018 年初提出

“新师范”建设方案。广东省教育厅副

厅长那佳介绍说，广东始终坚持教育

强省、师范先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

质量监测方式，推进教师培养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形成了解决教师教育问

题的广东新方案。华南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朱孔军表示，学校将继续以师范

类专业认证为契机，全面提高师范类

专业教学质量，努力为提升国家和广

东基础教育质量作出更大贡献。

此次会议上，华南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正式揭牌。中心

既是华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平台，也

是协同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推

进教师教育质量监测的工作平台。

在会议的学术交流论坛上，与会

代表分享了师范类专业认证思考与

经验。华南师大校长王恩科强调，要

坚守师范教育传统，全面强化师范类

专业认证，深度推进“新师范”建设。

华东师大副校长戴立益指出，要精准

把握高线底线，体现卓越规范要求，

以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契机，进一步提

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对此，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瞿振元评

价指出，师范类院校必须保持师范教

育地位不动摇，坚持教学内容和方法

改革不动摇，健全体制机制建设不动

摇，形成师范类专业教学运行和教学

改进的质量闭环。

如何引导师范类专业开门办学，

与基础教育互联互通？安徽省合肥市

第一中学副校长方小培提出，构建新型

的中学与高等师范教育关系，期待师范

教育真正实现面向需求、开门办学，培

养出更多优秀的未来教育专家。河南

大学教授王北生指出，师范专业质量达

标是培养高质量师资的基础，应以专业

认证联通基础教育、社会大众和师范类

高校重塑师范类人才培养体系。

“一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没有

师范教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师范类专

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定

华指出。他认为，近 3年师范类专业

认证始终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坚守初心，理念明确，达到

了预期目标。新时代背景下，认证工

作要进一步采取新措施，迈开新步

伐，稳中求进，不断完善。

梁荣梁荣：：用微光吸引微光用微光吸引微光
□本报记者 黄 浩

还有 3 个月，陕西省咸阳市秦都

区乡村首席教师梁荣就要结束为期两

年的支教之旅了，她仍记得初来时被

围困在拆迁废墟中的学校的样子，周

边村民开着“突突突”的拉砖车，扬起

漫天沙尘。三轮蹦蹦车、电动车上载

着上学的孩子，在泥泞的窄道里穿梭。

但骨子里的“党性”让梁荣没有

丝毫迟疑。“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

里。”梁荣说。两年前，她只身来到秦

都区马泉街道办事处渭店小学，把自

己当成一颗火种，为振兴乡村教育发

出微光。

离别前夕，梁荣数了数“感觉自

己付出很值得”的几个时刻：

“我奖励了一个总不吭声的孩子

一本书，桌子上躺着她的一封写给我

的信。”

“乡村徒弟沈佩、钱娇娇，一个获

区级教学能手，一个获市级教学能手。”

“终于有家长在微信群里说谢

谢，谢谢老师改变了孩子学习状态，

娃儿变得积极认真了。”

自称“看起来阳光自信粗线条，

实际敏感细腻又焦虑”的梁荣，开始

舍不得这个曾令她皱眉的地方。

“超级厉害的老师”

渭店小学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

梁荣这样的老师。

这所偏远乡村学校目前有9个教

学班、395名学生、21位老师。学生基

本来自周边村子，大多数家长外出务

工、做小生意，或者依靠拆迁款过日

子，孩子几乎没有上过正经的体音美

等课程。

今年3月30日清明节前夕，梁荣

带学生坐着公交车浩浩荡荡出发，前

往咸阳市渭滨公园给烈士邵小利扫

墓。一路上，梁荣告知孩子公共场合

要注意的礼仪。在祭奠仪式上，她给

孩子介绍烈士事迹，让少先队员重温

入队誓词。这种在梁荣看来习以为

常的研学活动，却让孩子倍感新鲜。

一名学生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老

师，我想起您教我们的那句诗：有的

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也难怪。教了孩子们5年的前

任语文老师，据她自己说初中毕业没

考上高中，课本里的文言文读起来都

有困难，上经典名著单元，《红楼梦》的

人物除了宝黛钗，其余一概不知。

了解到这个情况，梁荣将每一节

家常课变成了公开课，在课堂上她声

情并茂地讲起了苏轼、辛弃疾，与学

生、听课老师一起激情诵读。在一咏

三叹中，教室里弥漫着语文的气息，

在场的人都入了迷。

开学一周后，梁荣简陋的办公室

里挤进来一团羞涩的娃娃，怯怯地笑着

不说话。胆大的张佳辉先开了腔：“梁

老师，咱们能不能每节课都上语文？”

“老师，您跟别人不一样，从不命

令我们，不大声喊，还会对我们说‘谢

谢，你请说’。”

“我妈妈在网上查了，您是个超

级厉害的老师！”

在享受学生“崇拜”的同时，梁荣

更注意因材施教，变着法儿提高孩子

的学习兴趣。

冯子怡，一个特别“酷”的女生。

课堂上从不发言，但梁荣读过她的几

篇作文后，确定冯子怡是个细腻、敏

感的小姑娘，梁荣想跟她同频对话。

上学路上碰到她，梁荣便揽着她的小

肩膀，一路走到校门口。

有一天冯子怡突然发现，梁荣居

然会听张艺兴的说唱歌曲《莲》，便试

探着问：“老师，您觉得追男明星的女

孩是坏孩子吗？我妈把我收藏的蔡徐

坤图片都删了。”梁荣心中窃喜，知道

“同频”的机会来了。“追星要看怎么

追？明星舞台上看似绚烂，你知道背

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牺牲？除了娱乐

明星之外，你能发现别的令你敬仰的

星吗？”两个人这下子聊开了。

某天，梁荣在一个坐满了乡村教

师的公开课上讲完《匆匆》，冯子怡告

诉她，她决定开始“粉”朱自清，还模

仿作家的笔法，描写在教室里筑巢的

小燕子。

一段时间后，冯子怡写作水平突

飞猛进，她的性格也开始变暖。在

2022年冬奥会征文时，冯子怡写了一

出独幕剧，讲述冰墩墩、雪融融在哈

尔滨滑雪赛道与武大靖偶遇的故事，

不少教师拍案称奇。

梁荣还不断用各种意想不到的

奖励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她会捡一

枚红色枫叶制成书签做奖品，告诉孩

子这是可以珍藏的秋天；她在周末学

习烘焙曲奇饼干，孩子们抢着要这个

甜蜜的奖赏……

人人被奖励，每个学生都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没有了被

贴标签的“大嘴巴”“老拖拉””“游戏

王”。书写无法辨认字迹的董月晨，

也能主动写出像样的作业了；从不

发言的侯懿纯，朗读课文悦耳动听；

爷爷、奶奶管不了的李奥运放下了手

机游戏……一点点的进步、一点点的

变化都让梁荣和孩子的心更加贴近。

“您能留在这里吗”

“你已经是陕西省教学名师，高

级职称也评了，好好的从城里跑到农

村，图啥呢？”

“你今年刚做了大手术，农村条

件差，身体受得了吗？”

……

时至今日，当梁荣回想起当初站

上竞聘乡村首席教师岗位演讲台的

那一幕时，来自朋友、家人、徒弟的一

句句劝阻，依旧在耳畔回响。

为什么去？“那是因为内心永远有

一个年轻、热泪盈眶的我，一个身为共

产党员的我。”梁荣这样说服自己。

也许，故事还要从十多年前说

起。那是2009年的一天，送教下乡的

梁荣因为堵车，加上泥泞、颠簸，已经超

过了约定的上课时间，站在咸阳市淳化

润镇小学的大门外时已是上午九点多

了。尽管如此，她带来的《小鹰学飞》课

结束时，没有人离开，没有人起立。

“怎么？你们还有话要跟梁老师

说吗？”梁荣悄悄地问。

那只学飞翔的“小鹰”站起来，

“老师，我们下课一起玩儿！老师，您

能留在这里吗？”

梁荣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

是啊，我能留在这里吗？她不敢回

答，因为孩子太小、家太远。但她内

心深处，已经埋下了一颗要“为乡村

教育发一分光”的种子。

2012年，梁荣被评为陕西省特级

教师后，每学期都参与“陕西省名师

大篷车”送教送培活动。在长武县昭

仁学校，梁荣讲完课后，老师们在她

的博客下面留言：我本来打算中途溜

掉去逛街的，您的培训吸引我听完，

而我现在准备去书店。

在旬邑县逸夫小学，临走时当地

教师夹道送行。有人给她塞来两个

苹果，有人给她提来一袋花馍馍，笑

盈盈地说：盼着你下次再来呀！

“这些点点滴滴，都在不断加强

我支教的想法。我想能影响多一个

孩子、多一个老师，都是我职业幸福

感的来源。”梁荣如此感叹。

多年后，遇上了中西部乡村中小

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启动的契机，梁

荣决定报名。尽管那时的她还不知

道，长期支教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到支教学校接手六年级的第

一天，正是开学报名日。学生不在教

室里领新书，全部都在外面打扫卫

生，捅旱厕的粪便、拔草、搬桌椅、擦

玻璃……小脸儿和着泥水，质朴又可

爱。一直到放学时，梁荣在教室里才

能跟他们全部见面。

一周后，梁荣记住了所有人的名

字，也逐个了解了他们的家庭。梁荣

开始觉得“前路漫漫”，这里的孩子对

未来和梦想没有概念，不知道读书为

了什么，语数英等课本外的知识几乎

是零。 （下转2版）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
中央“特岗计划”招聘工
作启动

本报讯 为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日，教育部办

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计

划全国招聘特岗教师84330名。

《通 知》明 确 ，2021 年 中 央“ 特

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重点向“三区三州”、原脱贫攻坚挂

牌督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

倾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

师，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体音美、

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

师的补充。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招聘工作，及时广泛发布招

聘信息，尽早开展2021年特岗教师公

开招聘工作，一次性招考未完成计划

的省份，可以按规定依次递补录用或

者调剂计划组织二次招考。边远艰

苦贫困地区和急需紧缺专业的特岗

教师招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适当降

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采取面

试、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划定

成绩合格线。对于特别边远艰苦、教

师流失较严重的地区可向本地生源

倾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

障，确保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保证三年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

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

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加强

岗前培训，强化师德师风教育。要扎

实做好特岗教师信息管理，按时在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数

据补充和更新。 （师闻）

教育部部署推进幼儿园
与小学科学衔接工作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

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

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针对

长期以来存在的幼儿园与小学教育

分离、衔接意识薄弱、过度重视知识

准备、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重要举措。

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国家修订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调整一年级课程安

排，合理安排内容梯度，减缓教学进

度。强化小幼协同，通过实施幼儿园

入学准备和小学入学适应教育，为儿

童搭建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阶梯，

帮助儿童顺利实现幼小过渡。通过

建立联合教研制度、完善共育机制、

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强化科学导向，

形成良好教育生态，推动科学衔接、

有效衔接。

《指导意见》强调，幼小衔接是

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教育部门要充

分认识做好幼小衔接工作的重要意

义，研究制订本地幼小科学衔接具

体实施方案，切实把幼小衔接工作

纳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

容，完善政策举措，健全工作机制，

确保幼小衔接工作取得实效。要推

动幼儿园和小学深度合作，加强业

务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教师在幼小

衔接实践中的困惑问题。要健全科

学的评价机制，将入学准备、入学适

应纳入幼儿园和义务教育质量评估

的重要内容。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专业资源，

加强幼小衔接科学研究。《指导意

见》要求，各省（区、市）要以县（区）

为单位确立一批幼小衔接实验区，

遴选确定一批试点小学和幼儿园，

先行试点，分层推进。2021 年秋季

学期启动幼小衔接试点，2022 年秋

季学期全面铺开。 （师闻）

总结3年工作进展与成效，谋划“十四五”认证工作新发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总结会召开

□本报记者 白宏太 □通讯员 童汝根 陈 寒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最美党员教师最美党员教师

梁荣送教到延安实验小学梁荣送教到延安实验小学，，执教绘本执教绘本《《鳄鱼爱上长颈鹿鳄鱼爱上长颈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