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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的温暖记忆

梁国清出生于江西省金溪县一个农村
家庭，1989 年从抚州师专中文系毕业后，
21 岁的他被分配到省属企业东乡红星垦
殖场下的黎圩中学教书。那是一个偏远的
农村中学，坐落在山岗上，距前后村庄有5
公里远。

周末是梁国清最头疼的时候，他的家距
学校50多公里，经常不能回去，学校又总停
电。到了秋天，从井里提出来的水全是黄泥
汤。但这样的生活并未让年轻的他感觉特
别艰苦，他与同事、学生都相处得非常融
洽。两年后，他调回金溪工作，所有教师、学
生和家长都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许多人
痛哭流涕，学校特意派车、放鞭炮为我送
别。”这情形让梁国清至今仍觉得温暖。

调离后，几乎每年都有东乡的学生来
梁国清家拜年。最令他感动的是，其中两
个学生高中没考上，向父母要求一定要跟
梁国清回金溪读书。就这样，梁国清带着
他俩同吃同住了一年。这两个学生如今已
经成家，对梁国清仍念念不忘，时常嘘寒
问暖。

在黎圩中学初为人师的那两年，奠定
了梁国清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基调。

尽力帮助每一个学生

1991 年，梁国清调回金溪县陆坊中
学，一待就是8年，从班主任一直做到教导
主任。当时的陆坊中学有 600 多学生，每
个年级 4 个班，在城镇中学算规模大的。
梁国清刚去时，学校缺英语教师，因为在黎
圩中学兼教过英语，他便被派去教英语课，
教初一和初三年级，还兼任初一年级班
主任。

一年下来，梁国清教的初一班级英语平
均成绩80多分，在学校可谓是“破天荒”的好
成绩。特别是他教的初三，学生成绩也有大
幅度提升，自此梁国清就一直教初三毕
业班。

陆坊中学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周围农
村，差别很大，有的非常淳朴、刻苦学习；
有的调皮捣蛋，隔三岔五就会干违规违纪
的事。担任教导主任后，梁国清每天早上
吹口哨喊学生起床，带学生跑步、做操、早
读。课间会到学校附近村庄去巡查，看看
是否有学生逃学。晚上，他也要到学生宿
舍转一转，清查那些夜不归宿、打架斗殴
的学生。说来也奇怪，自从梁国清负责学
生管理工作后，几乎从未与学生发生过冲
突。“再调皮的学生在我面前都很服帖。”
梁国清笑称。

秘诀在哪里呢？梁国清说，当学生犯
错时，他有个原则，先了解事情经过再做处
理。尽管当时学校一纸证明就能开除学
生，但他总是尽最大努力挽救学生，除非到
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学生年龄虽小，但知
道老师对他们好，因此即便被批评或被处

分了，再见到我时仍很亲热。”梁国清说。
那时候，当地农村很穷，家长都忙于生

计，无暇关心孩子的学习。开学时，许多学
生交不起学费，梁国清经常要帮学生垫付
学费，他那时每月工资仅200多元，但每学
期却帮学生垫付一两千元。

对此，学生丽华至今难忘：“当时我们
兄妹俩都在梁老师班上读书，父母倾其所
有供我俩读书，但经常付不起学费。因为
家里太穷，许多人都不愿借钱给我们，只有
梁老师热心帮我们。”后来，丽华考上赣南
师院，毕业后也当了教师，一直把梁国清当
亲人看待。

一次家访，梁国清看到学生晓兰的父亲
重病卧床，一家人挤住在一边已经倒塌、另
一边用竹篾遮挡的土房子里。回到学校，他
立刻在全校组织了一场募捐，最终筹集400
元，帮晓兰解决了初中3年的学费。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在陆坊中学这
几年，梁国清一直住校，学生半夜三更生了
病，都是他给送到医院，并在医院看护等到
学生家长到来。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往
事，虽然梁国清已离开陆坊中学多年，当年
的学生始终挂念着他，到处打听他的消
息。如今，学生们建了微信群，与他的联系
方便了，逢年过节都要与他聚会。

全校最差的班级走出研究生

1999 年，县城中学扩张，面向全县招

聘优秀教师，梁国清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被
选调到金溪二中。一来到学校，就带 3 个
班英语课并兼任初三班主任。

那一年，梁国清的班级集中了全年级
成绩最靠后的学生。成绩不好，意味着行
为习惯也较差，管理难度很大。对这些学
生，学校也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是，梁国清
没有放弃，他满怀信心地给科任教师鼓劲
儿，一定要干出个名堂。

面对班级这些学生，梁国清表现出极大
的耐心。学生学习有一点进步，他就不吝表
扬。即便是对那些升学无望的学生，梁国清
也不放弃，经常和他们谈心，鼓励他们要学
会自立自强。就这样，一个让其他教师都十
分头疼的班级，在梁国清的带领下，很快成
为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集体。

初三毕业时，学生们没有让梁国清失
望。尽管学校对这个班级没有任何成绩要
求，但班里居然奇迹般地有 5 个学生考上
了普通高中。

这个奇迹还在延续，多年后5个学生中
居然出了一个研究生。“要不是梁老师，我
早就放弃了，哪想到还能上高中、读大学。”
学生汪玲玲感激地说。大学毕业后，她又
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
生。在她看来，是梁国清改变了她的人生。

但最让梁国清骄傲的是，那个班级的学
生，即便当年没有考上高中，现在也都生活
得很好，有的后来上了军校，有的成了企业
领导，还有的开了律师事务所……

也因此，第二年学校又把一个同样状
况的班级交给他。梁国清仍不负众望，再
一次用令人惊异的好成绩让孩子们毕业。
这个班级如今已走出资产上亿的企业家。

就这样，凭着自己的敬业和顽强拼搏，
特别是对学生不抛弃、不放弃的执着，梁国
清很快站稳了金溪二中的讲台。两年后，
他被提拔为学校政教处主任，一直带初三
毕业班。2003年，金溪二中分校创办，他再
次被委以重任，被派往学校云林校区任教。

和学生在一起让他永葆童心

刚到金溪二中云林校区，作为校长助
理，梁国清面临的棘手事有一大堆：

新校区水电还未完全开通，经常停水
停电，都要靠教师们想办法解决。吃饭也
是大问题，全校 2000 多人吃饭，刚建起来
的食堂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就餐秩序混
乱。最头痛的还是宿舍管理，学生们经常
半夜翻墙出校园去网吧。为此，梁国清要
带着保卫人员四处寻找学生。

那几年，尽管学校距家很近，但梁国清
每周 5 天坚持住在学校，一点一点想办法
解决学校的管理难题。

在梁国清看来，学生作为成长中的人，
犯错误很正常，一味地禁止或严加管束都
不是好办法，而是要正视学生的特点，通过
学校教育让他们成为合格公民。

每天的晨会，是梁国清非常重视的教

育阵地。除了总结前一天的学生行为表
现，他最擅长的是娓娓道来，用极富感染力
的话语肯定学生的进步，激励他们找准各
自的努力方向，每天进步一点点。为了化
解学生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在学校有一
个愉快的心情，他与校团委经常组织各种
学生活动：运动会、文艺演出、校园歌手大
赛、外出参观军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校园充满向上的活力。

如今就读于四川大学的小辉，在心底
把梁国清当成了父亲。几年前，梁国清偶
然读到了小辉写给家长的一封信，深深被
打动了。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母亲在他
很小时就生病去世了，父亲不务正业，长年
流浪在外，小辉只能靠亲戚的接济勉强度
日，年轻的他感到无助、孤寂。

看完这封信，梁国清眼睛湿润了，他当
即与学校领导商量，免除了小辉在校的餐
费。此后，他经常找小辉聊天，给他买衣物
和营养品。为了解除孩子生活上的后顾之
忧，他联系社会爱心人士，定期捐助小辉学
费和生活费，直到他高中毕业。

几年后，小辉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
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小辉激动地找到
梁国清，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小辉说，他
大学毕业后，也要像梁老师一样用爱心回
馈社会。

从教 20 多年，让梁国清最坦然的就
是，他从未放弃过一个学生，再顽劣的学
生，他都会用爱心和耐心去感化他们。

认识学生志刚，是因为他的一次违纪行
为。初二期末考试时，志刚与监考教师发生
了冲突，跳起来要打老师。就是这样一个

“刺头”学生，梁国清也没有“另眼”相待。他
通过私下走访，了解到志刚的家庭状况。这
是个父母离异的孩子，从小就没见过母亲，
父亲整天酗酒赌博，对孩子非打即骂。

“对这样的孩子，批评或处分不管用，
需要教师多一些关爱和尊重。”梁国清说。
因此，他每次找志刚谈心，不是指责他的毛
病，而是询问他学习上的困难，鼓励他安心
学习，并经常选一些适合他的学习资料送
给他。在梁国清的关心下，志刚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这个以往成绩靠后的孩子，出人
意料地考上了高中，3 年后又考上了大
学。梁国清得知消息后特别高兴，当即把
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他。

也因此，梁国清逢年过节都会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不同阶段教过的学生电话和
短信。每当这时，梁国清心里总是充满了
无法言喻的幸福。

被这样的幸福感激励着，如今担任金
溪二中新校区副校长的梁国清，仍坚持上
课。“只有上课，才能与学生最接近。”他说。

与学生在一起，是梁国清最快乐的时
候。年届50岁的他从未感觉与学生有“代
沟”。春暖花开时，他会带着学生去郊游。
学生们也很喜欢他，经常一起开展文体活
动。他还建立了家长微信群，家校之间其
乐融融。越是与学生在一起，梁国清就越
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他一直保持着读书学
习、写教育随笔的习惯。学校每次有外出
培训的机会，他总是踊跃参加。

梁国清说，年轻时自己最大的梦想是
成为特级教师。而随着年岁增大，梦想离
他越来越遥远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教
育、对学生的热情，如今的他仍保有一颗童
心，尽心做好自己平凡但不乏幸福的工作。

□□张张 军军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明确提出，“乡村教师
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
教师除外）、发表论文的刚性要求”，要

“注重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
方法，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这
是让许多乡村教师拍手称快的好政策，
也让他们看到了评职称的希望。

但是，对于这一政策红利，有人却
认为，这是降低了乡村教师评职称门
槛，这样放宽条件会让职称评审“水
分”太大。我以为，职称固然不是人人
都可享受的“福利”，但怀有这一想法的
人，无疑是曲解了职称新政策。新政策
的意图是引导教师走出论文“假大空”
的误区，让乡村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
育教学。作为乡村教师，应该首重教育
实践。

长期以来，教师论文在职称评审中
具有“一票否决权”，不少教师在乡村工
作几十年，因为独缺论文而被挡在职称

“门”外，由此影响了工资待遇，挫伤了
工作积极性。

其实，当下为评职称缺论文而“发
愁”的，不只是乡村教师。不少教师仍在
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写”论文，而轻视实
践，忽视育人。这不仅扭曲了这一职称
评审条件的本意，而且催生出形形色色
的“怪现象”：有的不惜血本买版面；有的
千方百计与编辑“套近乎”；有的因为平
时疏于学习和积累，临到用时被逼“走捷
径”，或从网上下载甚至抄袭，更有甚者
不惜花重金请“枪手”。这种不接地气的

“论文”，既浪费教师生命，又无益于教育

教学，如此得来的“职称”，既抹黑自己，
也危害学生，败坏了教师形象。

我们会看到，不少评上高级职称的
教师，依旧习惯于照搬照抄，工作中缺
少创造性，也缺少科学的育人理念。为
此有人戏说，当下教师和学生的最大区
别是“教师手上有答案，学生手头没有
答案”，这话尽管偏颇，却反映出部分教
师教育实践水平低下，缺乏文本解读和
课堂突发问题的解决能力。

因此，对许多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
来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写论文，而是提
升实践能力和育人水平。要鼓励他们躬
身教育实践，把课堂教学当成教书育人
的理想王国。这是乡村教师自身成长的
需要，也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需要。实践
是乡村教师的生存之本和立足之基。他
们的价值与专业能力，应更多地体现在
备课中、课堂上，体现在作业布置和批改
上、学生的教育和转化中，体现在“教、
研、训”的积极参与中……

同时，具有较高实践能力的乡村教
师队伍，既是培养乡村建设后备人才的
需要，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
教师的素养，决定着乡村的未来。因
此，教育行政部门除了要从工资待遇、
周转房建设、编制倾斜等方面给乡村教
师更多“实惠”，更要以职称评审为杠
杆，从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高度，强化
对教师实践能力的引领。在淡化论文
因素的同时，健全职称评定和聘后管
理，听取学生、家长、同行和社会各界的
意见，通过政策导向培养适合乡村教育
发展需要的乡村教师。

具体来说，要在正视城乡教师素质
差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升乡村教师
的实践能力。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乡
村学校办学规模和学生数逐渐萎缩，原
本稀少的优秀乡村教师也有流失趋势，
同时也派生出许多新的乡村教育问
题。对此，教育行政部门要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既向乡村学校倾斜职
称评审指标，单独设立并放宽岗位比
例，引领更多乡村教师通过培训、读书、
听课、反思跟进等途径，改善并提升实
践能力，真正获得具有“含金量”的职
称；又要以职称为杠杆，鼓励并撬动更
多城镇优秀教师到乡村从教，既让他们
分享职称红利，又以他们为“领头羊”，
与乡村教师结对帮扶，帮助乡村教师磨
课、磨题，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能力，进而
增强乡村学校的“造血功能”。

另外，随着新的职称评聘办法落
地，加强职称聘后管理已刻不容缓。
过去，教师一旦评上高级职称，就像进
了“保险箱”，无论干与不干、干好干坏
都一个样。究其原因，就是监管乏力，
聘后管理弱化。为了引导教师时刻绷
紧实践之弦，发挥职称评聘正能量，教
育行政部门要建章立制，加强乡村教
师职称聘后的管理，引导学校建立“回
头看”的定期考核制度；建立教师职称
能升、能降、能进、能出以及能者上、庸
者下的“退出机制”，这样才能使职称
评聘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利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奉化市教育服
务管理中心）

乡村教师评职称应首重实践
□□周建国周建国

声 音

问题一：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主要考核
什么内容？

面试通过结构化面试、情景模拟等方式
进行。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认知、心理素
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
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
教学基本技能。

问题二：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考生最
应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对言谈举止的观察，虽然都是“不起
眼”的小环节，但以小见大，是所有招聘评
委都会关注的事。以下 12条是面试者尤
其要注意的。

1.认真对待通知面试的电话
有些应聘者会忽视这一环节，其实有时

候通知面试的电话就可看作是面试的开始，
接电话的水平可反映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2.注意自己的语言特点
面试时，语句要流畅，声音富有活力，

声音不能太小。回答问题要简练干脆。
3.着装得体
不要穿着邋遢，也不要穿夸张的奇

装异服，要使自己的着装与教师的职业
相适应。

4.正确的仪态
说话时的辅助动作不要太大，注重自

己的仪态、仪表。
5.中途不要接听电话
面试前一定要将手机关闭或调整为

静音，面试过程手机铃声骤响或接听手机
都是非常不礼貌、不尊重对方的行为。

6.倾听及提问
面试过程中，不要打断评委的提问，

要专注地倾听评委提出的问题。同时，应
聘者巧妙提问既可以表达希望和想法，也
能表达对应聘学校的关注，是表现自己的
好机会。

7.避免和评委争论
有些评委为测试应聘者的性格和涵

养，会故意制造一些问题引起争论，你需
要表现得沉着冷静，避免争论。

8.不要紧张
紧张是新教师面试常见的问题，属于

心理问题。调节的方法，首先是做好先期
准备工作，不要把一次应聘看得太重要，
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9.说错话要镇静
在面试这样紧张的场合脱口说出错

话是非常正常的，不必惊慌。说错话后，
明智的应对办法是保持镇静。假如说错
的话比较重要，应立即纠正并道歉。

10.不能迟到
准时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基本品格，是

对对方的基本尊重，没有任何理由作为迟
到的合理解释。

11.被动应答
如果面对评委的提问，你完全处于被

动状态，默不作声，很难让评委对你各方
面的素质作出深入评价，而且还容易导致
主考官对你的反感。

12.对教育的态度要诚恳
不要过多询问晋升制度、培训机会、工

资待遇等问题，这样评委会觉得你过于自
私，缺乏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帮办热帮办热线线 010-82296754
jsgzzk@163.com

你来问，我来帮！

随着新一轮教师资格考试日期的临近，不少读者在本报微
信后台留言，表示最怕的是面试环节，希望编辑能给出出主
意。本期就对大家最关注的问题给予回答，愿考生们做好准
备、轻装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

梁国清梁国清：：
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学生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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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