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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青萍：
抓紧宝贵时间多关爱学生

□□周书贤周书贤 □□通讯员通讯员 雷杰能雷杰能 李有元李有元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报
联合主办

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对卢青萍来说，走上讲台都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喘着
气，吃力地登上教学楼的楼梯，等到走上
讲台，额头已满是汗水。尽管如此，她的
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意。

在江西省樟树市张家山学校，师生
们经常能看到这幅画面。看着卢青萍艰
难地踟蹰前行，他们既心疼又感动。在
一次全市校长会议上，提起卢青萍，张家
山学校校长陈金生忍不住潸然泪下。“卢
老师患尿毒症多年，她本可以病休，但她
一再向学校提出，舍不得离开讲台，只有
和学生在一起才感到快乐。”陈金生动情
地说。

学生心中的卢老师是最美的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卢青萍怎么也
没想到，正值一个教师“黄金年龄”的她，
因为小时候曾患过肾炎，几十年后居然
会旧病复发。

2008年，卢青萍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肾炎。一开始，卢
青萍没太当回事，尽管身体很难受，但也
没有把病情告诉同事和学生，不想成为
病人而让人照顾，尽可能克服困难完成
学校安排的工作。

那时她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带班、上
课、批改作业，一边工作，一边自己买些
草药回家煎服。病得厉害时，就加重药
的剂量，一直这么硬撑着。

直到2015年，她的病情发生恶化，由
肾炎转化为尿毒症。按照医生要求，她
必须每周到医院透析两次，从今年开始
每周增加到3次。每次透析，她都尽量避
开上课时间，实在不行就找人代课，回来
后再补上。后来，她向医生提出要求，尽

可能把透析时间安排在晚上，这样她第
二天就能照常给学生上课。

一周 3 次透析严重地摧残着卢青萍
的身体。“每次透析要四五个小时。回来
后，她的脸浮肿起来，大家都很心疼她。”
陈金生说。

尿毒症患者不能够多喝水，卢青萍平
时不敢多喝水，所以嘴唇常常干裂，一堂
课上完身体很难受，也只能抿一小口水。
她的身体因常年治疗变得很虚弱，而且日
常饮食不能吃高钾食品。因为每周要透
析两三次，她手臂上的血管也常是肿的。

尽管如此，在学生眼里，卢青萍总是
那么乐观。学生卢慧玲说：“虽然卢老师
没跟我们提过自己的病情，但我们都能
看出来。她有时用手撑着讲台，在黑板
上写字时手都是抖的，脸上经常会浮肿
变形。但班上的同学都说，卢老师在我
们心中是最美的。”

不把自己当病人，对学生关爱有加

卢青萍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基本上
很难根治，只能靠透析延续生命，但即便
如此，她仍舍不得离开最心爱的讲台。

乡村学校人手紧，“一个萝卜一个
坑”，但考虑到卢青萍的病，学校虽然同
意她继续工作，但希望让她少承担工作，
然而卢青萍主动请缨当班主任，还继续
担任数学课教学任务，已经是超负荷工
作。“她一点也不像一个病人。我当了30
多年的老师，没见过这么拼的人。”校长
助理卢东升敬佩地说。

尽管身患重病，卢青萍对工作没有
丝毫放松，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她的课
上得幽默风趣，学生都很喜欢，也得到了
同事的称赞。对卢青萍来说，教书育人

是她最大的快乐，似乎可以帮助她缓解
身体的病痛。学生卢慧玲说：“经常晚自
习放学后，还能看见卢老师留在教室里
批改学生作业。”

张家山街道办事处下辖3所中学，近
年来的教学统考中，工作敬业的卢青萍教
学业绩一直在学校内、片区内名列前茅。
张家山的老百姓说：“卢青萍代表着张家
山的教育品牌。有卢青萍这样的好老师，
我们张家山人真是有福气。”

卢东升在学校与卢青萍是邻居。他
介绍说，卢青萍的家在市区，丈夫和孩子
都住在市里。学校位于市郊，过一座赣
江上的四特大桥就到她的家，路程很
近。可是卢青萍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
一连半个月不回家。

尽管自己身患重病，卢青萍心中仍
时常装着学生。她对贫困学生关爱有
加，班里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没钱吃饭，
卢青萍悄悄资助她。平时，她也会把儿
子不穿的衣服给家境贫穷的学生。每到
节假日，她总会煮上一大锅饺子，请那些
不能回家的学生一起吃。学生杜德江感
激地说：“卢老师对学生好，对自己很随
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为替同事代课，她反复做领导工作

但在卢青萍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做
了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事情。“我是教师，
就应该站好讲台，不能因为生病而误人
子弟”。

2016 年秋季开学，根据卢青萍的病
情，樟树市人民医院出具证明，要求她请
假养病。樟树市教育局也同意，让卢青
萍休两个月的病假。

但是，由于教师轮岗等多种原因，卢

东升带的班没有数学教师上课，卢青萍
得知后，主动找到正愁眉不展的卢东升
说：“听说你们班数学没有人教，你看我
行吗？”

卢东升马上去找陈金生商量，陈金
生听了这事，一口回绝了：

“不行，卢青萍已经病成这样了，不
能让她再上数学课了，让她多休息休息
吧。”可是，就为这事，卢青萍多次找到陈
金生，反复做领导的工作，经不住她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的央求，陈金生最终只好
含着泪答应了。就这样，卢青萍放弃了
病休，硬是把卢东升班上的数学课接下
来了。

“卢老师，您的病越来越重了，学校
尽量减少您的工作量，你为什么还这么
拼？”有人不解地问卢青萍。

“我在家也待不住，我的病可以慢
慢治疗，但学生耽误不起啊！”卢青萍回
答说。

多年来，卢青萍的工资基本上都用
于治病了，她每月要去一次省城医院买
药。学校领导想为她在学校搞一次捐
款，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那样会影响
教师形象的”。尽管自己很困难，但卢青
萍从不向学校提出要求，总是把所有的
困难自己扛。

卢青萍的丈夫很理解她，总是默默
地支持着妻子的工作。有一次，他半开
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这个当老公的，都
没有得到你对学生的关爱多。在你心
里，我还不如你的学生。”

卢青萍愧疚地回答：“就因为你是我
老公，以后日子长着呢，还有时间和机会
关爱你！但学生我顶多只教他们 3年甚
至1年，我必须多抓住这宝贵的时间多关
爱他们。”

教育优质均衡督导
期盼“三多三少”

□□杜素梅 姜莉莉

日前，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决定建
立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
估制度，启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市、区）的督导评估认定工作。

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标
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进步。
据了解，到今年为止，全国近80%的县
域都将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
督导评估，在此基础上，实现优质均衡
发展已成为义务教育发展新的紧迫任
务。正如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所言，启
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
将为下一阶段推进全国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树立新的标杆，指明发展方向。

作为基层教师，亲身经历了本区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督导评
估，学校每年也会接受各种各样的督
导评估验收，看到这次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的消息，既对这一
工作的开展充满喜悦和期盼，也有一
些担忧。

迎接上级各部门的督导评估，是
学校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客观地说，
各项督导评估对学校办学的科学、规
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因
为诸多原因，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
在教育督导评估中都存在形式主义、
走过场、敷衍应付等情况，致使这项工
作或者是“雨过地皮湿”，或者是“光打
雷不下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一项国
家决策，对基础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如何科学有效地做好这项工作？
笔者从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第一，“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要
“多看软件，少看硬件”。在以往的“基
本均衡”督导评估以及各地的“示范
校”“达标校”评估中，对学校图书装
备、实验仪器、教学器材等过于关注，
对师资配备、教学管理、教育教学质量
等关注不够，导致一些学校突击造假、
蒙混过关，也使得教育主管部门在教
育投入上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偏
向。实际上，经过多年不断增加教育
投入，城乡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逐渐
缩小，但在师资配备、教学水平、文化
建设等方面仍差距悬殊。

在此次“优质均衡”督导评估办法
中，对生均拥有学历达标教师数、生均
拥有骨干教师数和生均拥有体音美专
任教师数都有明确规定，这是一个很
好的导向。希望各地在督导评估中领
会“优质均衡”的精神实质，在评估指
标和评估方式上侧重于对学校软件的
督查。

第二，“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要“多
重内容，少重形式”。据了解，本次督
导评估从资源配置、政府保障程度、教
育质量、社会认可度等 4个方面进行，
每个方面都规定了详细的标准，从整
体上是对“优质均衡”内涵的具体体
现。但是这些内容和指标点，采取什
么形式进行督导评估，考验着基层教
育管理者的智慧，要在督导评估中创
新督导评估方式，避免督导评估“纸上
谈兵”，要深入一线与校长、教师、学生
和家长等座谈，要采用问卷调查、暗访
和随机抽查等方式，提倡“第三方评
估”，让督导评估工作不走过程，多了
解工作经验和工作实绩，真正发现各
地推进“优质均衡”的好经验。

第三，“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要“多
看过程，少看结果”。以往的一些评估
工作存在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弊端，
致使评估变成了单纯的数据罗列或成
绩展示，也使得一些学校和地方在利
益驱使下进行数据造假。本次督导评
估的各项数据指标都比较科学，整体
上是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但是，如
果在评估中只看数据或结果，而不关
注教育教学过程，也很难真实反映地
方教育发展的状况。为此，在督导评
估中应该多看一些过程性资料，了解
学校在相应教育指标落实过程中的理
念与方法，真正引导学校规范办学、按
规律办学。

当然，“优质均衡”督导评估不是
一次突击检查，而是为区域教育发展
提供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地方教育
部门和学校要对照这些指标和要求，
认真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反思教育过
程和教育管理中的不足，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改善教育服务、提升教育质量，
真正将督导评估工作当成一次促进教
育发展的良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第二实验小学）

师范教育

河南：农村小学全科教师招生火爆
□□通讯员 张 涛

火爆的全科教师招生现场火爆的全科教师招生现场

声音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首次小学
教育专科层次全科教师单独招生情况，
全 省 2000 个 单 独 招 生 名 额 共 吸 引 了
11669 人报考，平均一个招生专业有近 6
人竞争，其中竞争最激烈的专业报录比
高达26∶1。

毕业有编有岗
全科教师需求旺盛

河南省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项
目执行办公室负责人、郑州师范学院教
授李跃进认为，报考竞争激烈在预料之
中，说明全科教师的需求量很大，各地
市上报的需求计划比下达的计划多出
一倍。

“上音乐课放录音，上体育课就发个
篮球”，这是目前河南农村小学教学点的
真实写照，最缺乏体音美和综合实践、科
学教师。

李跃进介绍，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
开展了全科教师培养，河南省虽起步较
晚，但“力度很大”，在去年招生1000人的
基础上，今年增至3000人（本科1000人，
专科 2000人），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
养、定向就业”模式，重点培养一批“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小学全科教师。

据了解，全科教师培养实行“两免一
补”政策，即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
定的生活补助费，费用由省财政承担，并
继续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其他应享受的全
日制在校生奖励政策。此外，学生要与
报考的设岗县（市）和培养高校签署培养
就业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并承
诺毕业后到乡村教学点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时间不少于6年。

全科教师毕业后，协议地为其办理
事业单位人员录用、编制、工资等手续，
工资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确保有编
有岗。同时，要解决好全科教师工作、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在评先、表彰、职称评
聘和专业成长等方面予以支持。

“会玩”的教师受欢迎
全科教师要一专多能

一项针对小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调查
中，结果“会玩”是孩子们的首选。李跃
进说，全科教师要“自己会玩，还会带着
孩子们玩，在玩中启发孩子们的智慧。
并且全科教师带班，还可以避免小学教
育过早“学科化”，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

更多的体验和认识，学科间融会贯通的
教学方式也利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增加课堂乐趣。

河南省的全科教师需要“一专多
能”，能胜任小学 11门课的教学，所涉猎
的门类很全：本科层次的全科教师专业
需要修满 2600 多个学分，高于其他学科
教师的学分。每个学生要学习公共基础
课程，涉及思想类学科、书写技能、体育、
音乐、美术和舞蹈等专业知识。学科基
础必修课包括语言、英语、人文科学、自
然科学等课程，专业基础课要学习文学、
高等数学、实用英语、钢琴、少儿合唱和
指挥、绘画等。此外，还要通过大学英语
及计算机等级考试。

在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院长
陈冬花看来，“全科培养，多能发展，学科
选学，个性成长”培养模式下，重要的是
重视培养全科教师的技能培养，比如教
学技能、组织技能，以适应农村小学教学
工作的需要。

全科教师在学习上不仅要“全”也要
“专”。在郑州师院，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选择国画、工笔画、油画、钢琴弹奏、
民乐乐器演奏等特长课。

农村教学点很期盼
全科教师任重道远

河南省禹州市梁北镇半坡店小学罗
坡教学点有 50多名学生，设有一至四年
级共 4个教学班，平均每班只有十多人，
正课还能保证，体育课、品德课是半坡店
学校教师“走读”支援，至于美术、音乐课
都因缺乏教师没有开。因学生少，教室
大，图书室是从教室隔开了一间充当的，
至于阅览室、仪器室、音乐教室更是“想
都没想过”。对于培养农村小学全科教
师，教师王正宏“举双手赞成”。他从 17
岁当老师，主讲语文、数学课，至今从教
37年。他说，学校现在最年轻的教师 37
岁，还有一名教师明年退休，急需补充新
鲜血液，提高教学质量。

王正宏坦言，全校4个教师和2个跨课
教师压力都很大，每周课时18节，最多的
达到23节，教师都不敢生病，因为没人替。

虽然罗坡教学点距离城里只有一站
路，王正宏还是担心“年轻的教师们来这
里屈才了，飞鸽牌留不住”。

在半坡店小学苏校长看来，农村小学
教师年龄老化，多年固定讲单一课程，学习

新知识难度较大，但年轻教师完全可以，接
受新知识快、能力强，而且全科教师连学习
培训的时间也省了，来后可以直接上岗，他
们是翘首期盼。半坡店小学按师生比来说
不缺教师，但是按班师比来看缺口很大。

目前，一些农村学校、教学点交通不
便、条件艰苦、安全问题无法解决，全科教
师女生多，到农村教学点工作、生活有诸
多不便。而且，在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服务
6年后，这些全科教师一般都是28岁了，
接触面比较窄，不好找对象，婚姻问题凸
显，家长和学生都有一定的后顾之忧。

今年按照“招生培养就业”三定方向
招生，实行“县来县去”就近分配，李跃进
教授认为，这最符合河南的实际情况，全
科教师的安全、生活、婚姻等问题会迎刃
而解。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农村教学点
有1万多个，如果每个教学点只配备1个
全科教师，也需要 1 万个，每年招 3000
名，也需要3年时间。河南的全科教师培
养工作始于去年，专科层次毕业生最快
也要到2019年才能上岗，到2020年全省
各地才能迎来首批本科层次“能说会教、
能唱会跳、能写会画”的全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