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塑造教育品牌，打造教育强区，进一步
提高全区教育教学质量，经西湖区委、区政府
同意，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调初中教师。

一、选调范围

面向全国选调公办学校在编在岗的优
秀初中教师 (南昌市西湖区在编在岗教师
不在选调范围之内)。

二、选调初中教师20名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云飞校区
初中部10名；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云
飞校区初中部10名。

三、初中教师选调时间、条件、程序等详见

南昌市西湖区政府网（www.ncxh.gov.cn）
南昌市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http://rsj.ncxh.gov.cn）
南昌市西湖教育科技体育网
（www.xihujy.com）
咨询电话：0791-86597473

0791-8659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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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教师工作现状进

行的调查，法国教师的职业满意度逐年下降，只有

5%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尊重。究

竟是什么原因给法国教师造成了职业困扰，政府

又采取了哪些举措改变这一现状？本期，聚焦法

国教师的职业困局。

法国法国：：教师职业困局如何破解教师职业困局如何破解
□张自然 编译

国际教师教学调查是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后组织
的又一项大型国际教育研究项目，该调查
力图通过问卷方式发现有益经验，促进各
国和地区对教师的重视。

根据国际教师教学调查日前公布的
数据，在几乎所有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
中，大多数教师对他们的职业表示满意，
但在法国，教师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大
不如前，教师的职业满意度逐年下降，甚
至只有 5%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
社会尊重。为此，在过去的一年中，法国国
民教育、高等教育及科研部（以下简称教
育部）着重从教师加班时间、校园环境、教
师聘任等方面入手，提高教师职业吸引
力，根据 2016 年法国基础教育教师资格
考试录取结果，法国教师空缺现象得到一
定程度缓解。

法国教师深受校园暴力困扰

国际教师教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
调查的29个国家中，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人
数如果超过班级人数的 10%，在该班级任
教的教师会具有较低的工作满意度。而法
国中学内针对教师的校园暴力，更是影响
法国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根
据法国官方统计，2012-2013 学年，17%的
法国教师表示曾经重复性遭受恶意行为攻
击。在过去的5年里，即法国前任总统奥朗
德任职期间，法国教育部将治理校园环境、
减少及预防校园暴力事件作为工作重心，
试图减小负面因素对学校教育质量提升、
教师自我认同的影响。可喜的是，近年来法
国境内的所有初中向教育部上报的严重校
园事故数量已经逐渐下降，高中校园暴力
事件发生率也稳步下降。

法国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由来已久，早
在上世纪 80 年代，法国就发生了几起震
惊社会的恶性校园暴力事件。上世纪 90
年代，法国中学校园暴力事件更是频频发
生。相较于其他国家，法国校园暴力事件
颇具特色，这种校园暴力不是传统意义上
成年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施暴、体罚行
为，而更多的校园暴力事件中受害方是教
师群体。特别是在经济、社会条件欠发达
的地区，教师承受了来自学生和家长的言
语、肢体攻击。

根据法国教育部的调查，1993年秋季
开学，8%的法国中等教育教师表示曾“非常
频繁”或“相当频繁”遭受严重暴力危害。法
国学者埃尔维·阿蒙和帕特里克·罗斯曼在
其题为《只要还有教师》的研究报告中，记
录并分析了法国 1979 年至 1984 年间中等
教育机构数量惊人的暴力事件，其中不乏
几起恶性重大事故。一名法国督学在一份
1981 年的保密报告中估计，法国全国 44%
的初中发生了针对成年人的侵犯事件，其
中58.5%为敲诈勒索事件，26.8%为性侵犯，
19.5%为毒品问题。遗憾的是，这名法国督
学的报告迟迟未公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校园暴力一直是法国社会的禁忌话题，法
国教育部选择性忽略、隐瞒校园暴力事件，
导致校园暴力事件的应对与预防措施直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在学校普及。
据调查，在与教师相关的法国校园暴

力事件施暴者身份上，在幼儿园、小学阶
段，41%的施暴者为学生家长，而在初中
和高中，施暴者为学生家长的暴力事件分
别占总数的 12%和 11%。在初中和高中阶
段，施暴者为学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比例分
别为 41%和 37%。在法国校园暴力事件起
因的分析上，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分别是
行政管理问题、整体学习氛围差、竞争引
发 的 问 题 、嫉 妒 、冲 突 或 分 歧 未 解 决 ，
等等。

其实，法国中学校园暴力事件的不断
上升与教师行为和教育理念有不可分割
的关联。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法国义
务教育年限的延长，高中学生数量增加，
高等教育入学压力增大，中学教师的工作
重点倾向于培养优秀高中生，从而忽视了
学业困难学生的需求，缺乏对困难学生的
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分化随着时间推移
日益加大，不断加速学校分裂。在教育理
念上，相较于育人，法国学校和教师更重
视教学，在育人上的忽视导致学生公民意
识、共和国价值观严重缺失。随之衍生的
是，学校内愈演愈烈的师生冲突，学生针
对教师的不尊重、粗鲁、放肆；课堂无节制
闲聊、频繁迟到、无故缺勤、不完成作业、
不带教材等抗拒性、反叛性行为越来越频
繁，法国社会学家将这些行为称为“不礼
貌、粗野行为”。直至今日，师生冲突或校
园暴力事件仍是法国师生关系的一大阻
碍，根据国际教师教学调查，法国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隔阂程度目前已远远高于北
欧、亚洲和英美国家。

法国教师队伍出现极大短缺

现阶段，法国取得中学教师任职资格
的人员出现极大短缺，教师职位空缺现象
最先暴露于经济、社会资源较差的法国第
93 省塞纳圣丹尼省。自 2014 年开学以来，
教师短缺、工资拖欠等问题频频出现，使得
该地区聘任教师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为此，针对塞纳圣丹尼省长期教师空
缺、无替补教师的情况，法国时任教育部
长瓦洛·贝尔卡塞姆解释：教育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间，当时的
萨科齐政府废除 8000 个教育职位时，首
先从不显现的职位开始，例如替补教师的
职位、困难学生专业辅导员的职位，使得
教师缺失现象没有立刻显现，直至这几年
才严重起来。法国中学教师工会发言人费
德里克·罗雷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家
长接触比较少的教师职位都被废除了。”

2007年至2012年，法国经济紧缩举措
严重动摇了法国原有的教师替补相关政策
与管理。在萨科齐政府执政的5年间，总共
废除了2500多个小学阶段替补教师职位，
同时中学阶段的替补教师人数从4万多锐
减至不到3万，职位削减了31.4%，以致“休
生育假的教师——最可预测的教师职位空
缺都无法得到替补教师恢复教学”。

2012年5月，奥朗德接任法国总统，曾
承诺另设立 6000 个教师岗位缓解法国教

师流失问题，最终却因法国教育部执行不
到位而失败。法国替补教师的人才储备机
制并没有得到有效构建，因此在2012年至
2015年间，法国被废除的2500多个小学替
补教师职位仅恢复了约 500 个，仍然远远
无法满足学校对教师的需求。

教师岗位空缺为学校教育带来极大
危害，法国教育部学校教育司的一份报告
指出，在 2012-2013 学年中，因为教师缺
勤，法国小学生总共损失了等同于近 7 万
天的课程。而法国中学阶段教师的供给、
需求差距预计在 1.3万名左右，在数学、古
典文学这两个科目上，教师空缺尤为明
显。2014 年，法国中学教师任职资格考试
中，数学教师的缺口达到 33%，古典文学
教师缺口为 17%，而所有学科的教师总缺
口为12%。

法国中小学教师空缺及替补教师问题
在地域上有很大差异。法国小学教师工会
总秘书长塞巴斯蒂安·斯尔强调，地区人口
增长速率与该地区的替补教师储备呈现极
大的相关性，收取较多学生的学校设立了
更多教师岗位，然而这些新增岗位只是用
来开设更多班级而非建立替补教师的人才
储备库，这一特点在艾克斯马赛学区和克
雷代伊学区尤为明显。而塞纳圣丹尼省地
处因移民冲突造成的治安混乱、经济资源
匮乏，教师缺口较其他地区更大，该省就业
指导中心甚至不得不通过“电话推销”的方
式，吸引待就业人员从事教师职业。

中学教师“加班时间”首次下滑

2015年至2016年，法国公立中学教师
共计53万人，这些教师分为编制教师和合
同制教师两类。所有获得法国中学教师任
职资格的硕士研究生，通过法国教育部一
年一度的教师聘任全国统一考试后，可以
成为法国中学正式编制教师。经由法国教
育部录取的教师为国家公务员身份，工作
地点由国家统一分配，教师可上报三个志
愿工作的学区（法国本土共划分 30 个学
区），法国教育部会尽可能依据教师志愿进
行调配。

按照规定，法国编制教师每周教学课
时为18小时，若一所中学的教学课时不足
18小时，教师有可能会被派遣到其他学校
或周边城市学校任教。具有一定教学经验
和能力的法国教师，可以参加高级教师资
格会考，高级教师每周教学课时为 15 小
时。而对于合同制教师，其聘任方为学校，
教师的工作时间和薪酬以劳务合同为准。
除教学时间外，法国中学教师大多有一对
一辅导、跨科目课程、课外活动等教学和行
政任务，担任班主任的教师还要组织家长
座谈会、指导学生升学或就业等，这些教学
外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法国中学教师不少
时间与精力。

学习时间方面，法国基础教育在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处于末位，虽然法
国学生每天上课时间不少于其他国家，但
每年9月1日开学后，法国学校相继会遇到
诸圣瞻礼节、圣诞与新年、冬假、春假 4 个
假期，每个假期放假约两周。因此，法国一

个学年被分割为 5 个部分，总体上课时间
较少，课程内容安排比较松散。

近日，法国教育部公布 2015-2016 学
年中等教育阶段教师年度额外工作时间相
关统计结果，根据调查，法国教师年度额外
工作时间出现9年来的首次下降。其中，法
国公立中学教师额外工作时间减少3.8%，
但是私立中学教师工作负担继续增加，在
规定工作时间外，教师额外工作时间平均
增长 6%。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数据反映了
法国不同学区的师生比、教师需求等现状，
为法国教育部提高教师分配管理效率提供
了参考依据。

调查还显示，2015-2016 学年，72.8%
的法国中学教师曾加班，平均加班时间为
每周 2.2小时，较上一学年小幅下降。据统
计，法国高中教师的工作任务量更大，并且
从趋势上看，法国初中阶段教师工作和加
班时间逐渐减少，而高中阶段教师工作时
间不断增长。2015-2016 学年，81.6%的法
国高中教师曾加班，较上一学年增长了
4.4%，而 66.7%的初中教师加班，上一学年
的数字为68.2%。

对于这一现象，法国教育部作出的解
释是学龄人口的变化，因为法国在21世纪
初经历了生育高峰，近年来，随着这一人口
高峰出生的孩子逐渐从初中进入高中学
习。此外，2009年至2015年间，法国中学生
数量上升了 3.2%，教师人数减少了 2.8%，
这个差距也是造成法国中学教师加班时间
上涨的原因之一。而从教师总数来讲，法国
教师人数减少，特别是教师队伍新生力量
补给不足，成为当前法国基础教育的困境
之一。

教师空缺现象稍有缓解

近年来，在政府的积极宣传下，法国社
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有了很大提升。
2016年初，讲述一位临退休乡村教师日常
生活的真实纪录片《我的小学教师》在法国
上映，影片获观影者与媒体双重好评。这部
纪录片导演艾米莉·德宏指出，在这个时
代，我们在新闻中看了太多关于教师的灰
暗新闻，我们更需要积极的影片重树教师
形象。由此，艾米莉·德宏回忆起小学教师
对自己的深远影响，随即决定拍摄她的小
学教师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年学校生活。

纪录片在圣·加斯特-瓦克耶尔小镇
展开，在这个不足250名居民的小镇中，40
年来，让-米歇尔·布海勒作为为数不多的
小镇教师之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现
在，布海勒教授的许多学生已经是“第二代
学生”——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的孩子。由于
学生人数有限，布海勒一直采取不同年龄
学生组成混合班级的复式教学形式，他喜
欢在学生外出活动时探访与帮助肢体不便
的学生，也允许学生在非教学时间向他求
助。这部纪录片着重展现了布海勒解决学
生冲突时对学生的不尽热情与耐心，也展
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师如何实现教学的
最大趣味性与吸引力，还描述了他对于学
业失败的解决之道：逐渐地帮学生重拾信
心，“永远不要作出绝对的判断，学生可以

从失败走向成功”。这部纪录片记录了法国
乡间小镇的优美风景、课堂内外的感人场
景，帮助观影者重拾了对教育的积极印象，
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教师队伍。

法国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也显示，在
2016年法国教师聘任考试中，教师空缺得
到极大缓解：基础教育教师资格考试共聘
任 24438 名教师，占据先前所公布招募教
师岗位总数的93%。相较于往年，法国2016
年新任教师的总数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主要原因是：退休教师岗位空缺增多、奥朗
德政府承诺“建立6000个国民教育教师职
位”计划的初步成效。

法国此次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的 24438
名新进教师中，12551 人就职于小学教育
阶段，其余11887人就职于中等教育阶段。
小学教育阶段，有 12051 名教师以公开外
部考试、外部特殊考试、面试形式录取，其
余 500 名为克雷泰伊学区的专场招聘录
取。克雷泰伊学区因地区经济、社会条件有
限，是当前法国教师资源最为稀缺的学区，
特别是塞纳圣丹尼省，教师岗位空缺现象
较为严重，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
已经是克雷泰伊学区连续第二年举办专场
招聘，与 2015 年一样，专场招聘取得极大
的 成 功 ，空 缺 教 师 职 位 的 聘 任 率 达 到
100%，目前该学区的教师空缺现象已经得
到有效缓解。

2016 年法国基础教育教师资格考试
中，新任教师的总数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增
长，极大程度上弥补了法国教师补给不足
的困境。在中等教育阶段，2015 年法国中
学法语、数学等科目存在较为严重的教师
岗位空缺现象，而2016年教师考试录取情
况总体令人满意，大多数科目的教师岗位
得到了及时补充，比如历史-地理、哲学、
经济与社会科学、生命与地球科学、物理-
化学、造型艺术、纪录片等科目。哪怕是往
年教师空缺较多的科目，2016年教师招聘
状况也相对良好：数学科目共聘任 1134
人，较2011年萨科齐政府时仅聘任数学教
师 574 人已有大幅度增长；外语科目聘任
1727 人，2011 年聘任 1132 人；现代文学科
目聘任1079人，2011年聘任645人。

尽管如此，法国在个别科目上的教
师聘任结果仍不乐观，仍然存在较大的
教师岗位空缺，比如古典文学科目，共提
供 230 个岗位，仅有 68 名候选人得到录
取。而在德语科目上，尽管法国中学教育
改革，教师需求与教师岗位提供都有显
著上升，但 2016 年教师资格考试仅有 149
人通过评审。评审委员会指出，过高的失
败率是因为候选人“在德语表达上存在
不足”或“对德语国家的重要文化、历史
事实认识不正确”。

不过，法国政府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
近年来法国政府以各种措施大力宣传教师
职业，提高教师薪资标准，增加教师职业对
青年就业者的吸引力。2016年教师录取考
试的成果，极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社会对
教师职业的认同，法国教师的未来值得
期待。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

英国：核心课程教师离职潮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新闻网报道

近年来，英国中小学教师离职率不断增
长，其中科学、数学、语言学等核心课程教
师的离职率最高，每年约有10%的核心课
程教师离开教师岗位。

根据英国全国教育基金会发布的最
新教师离职和留任研究结果显示，英国科
学教师每年的离职率为 10.4%，数学教师
为 10.3%，语言教师为 10.2%，技术教师和
英语教师分别为10%和9.7%。相对于核心
课程，体育教师每年的离职率只有 5.9%，
艺术、戏剧和音乐类课程教师每年的离职
率为8.4%，人文历史和社会类教师每年的
离职率为8.5%。

令人欣慰的是，从英国各校公布的数
据看，中小学教师在获取教学资格后工作
第一年的离职率最高，主要是因为新教师
在教师职业上的投入并不多，离职的成本
并不高。而为了留住教师，英国政府每年
投入了130万英镑教育资金，但是当前英
国教师离职率依然攀升不下，这与政府预
算减少、教师工作压力大、待遇未得到相
应提升等因素密切相关。 （杨钦）

西班牙：开设更多体育课程，减
少学生辍学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 西班牙巴
利阿里群岛教育部希望增加体育运动专
业，以此对抗后义务教育阶段居高不下的

辍学率。因此从下一学年开始，学校会增
加相关专业的人数，授予体育学位的学校
数也会增长一倍。

西班牙教育部长马蒂马奇在一次演
讲中表示，要扩展和丰富现有的体育学科，
使之多样化，让学生有机会通过体育专业
继续学习，主要面向那些在完成义务教育
后对继续自己的学业感到迷茫的学生，甚
至包括希望接受继续教育的成年人。以巴
利阿里群岛为例，目前只提供4个模块的
体育教育专业（篮球、足球、登山和帆船），
但从下一学年开始，增加了潜水、皮划艇、
田径、马术、手球、柔道等模块的学习。西班
牙教育部希望至少让进行体育学科学习的
学生数达到现有的4倍或5倍。

（杨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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