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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3版2018年1月17日 评论评论

近日，青岛市教育局公布了最新版《中小学

生处分暂行规定》，其中特别提到了处分听证制

度，即面对学校处分,当事学生有陈述权、申辩

权。参加听证的人员包括当事学生本人、监护

人、学校负责人、知情的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

必要时可邀请社区知情人员参加。

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处分是学校管理常

用的惩戒手段之一，也是学校实行引导与惩戒

并重，实现科学管理的重要载体。但与传统的

处分相比，引进“听证”程序后，处分不再由学

校单方面实施，而是要转化为多方参与的界定

形式，其意义更积极。

传统的处分是以学校为出发点、带有强制

和约束性质的管理，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的位

置。经过“听证”程序后对学生的处分，体现了

学校管理的审慎态度，以及对学生权益的充分

尊重。让学生通过“听证”陈述申辩，并由师

生、家长和社会代表共同参与听证，实际上是

对学校处分行为的一种集体把脉、问诊和审

视，这更利于学校全面、准确地教育、引导学

生，这种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创新方面的进

步意义毋庸讳言。

相对于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而言，犯错误

在所难免。谁的青春不会有踟蹰和坎坷？但

关键是学生如何认识自己的错误，如何正确对

待自己的错误。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处分只是

手段而不是目的，处分的初衷在于让学生知道

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如何避免今后

再犯类似的错误。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处分程

序中引进“听证”，不仅体现了对学生个体权益

的尊重，而且体现出在陈述申辩的碰撞中引导

学生辨别是非的智慧。同时，让更多人俯下身

子倾听孩子的声音，这不是一种更充满人性的

教育吗？

经过“听证”的学校处分，必然是审慎而认

真的教育管理，必然是理性维护成长的呵护，

必然是带有理性教育干预价值的行为引导。

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

“听证”虽然极具人性善意，但如果忽略了隐私

保护和权益尊重，同样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比如，公开“听证”看似保持了处分的公平和审

慎，但却极易因为公开而导致被处分学生隐私

的泄露以及心理压力的骤增。因此，在实施处

分听证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被处分对象的隐

私。这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教育引导以及隐私

保护规范听证行为。比如，建立“听证”对象遴

选机制、被处分对象回避机制、“听证”隐私保

护机制以及师生泄露被处分学生隐私或者借

隐私炒作伤害学生的问责机制等，这对于实现

“处分听证”的价值非常有必要。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

纵横谈

经过“听证”的
处分更人性
□许朝军

一边是编制部门信誓旦旦地说，本县

市教师不缺编,一边是教育主管部门叫苦

不迭，教师缺编严重。这是不少地方出现

的怪现状。

两部门的意见出现分歧甚至相左，问

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出在核定教师编制

的方式上。编制部门依据区域内学生总

数，按照师生比核定教师编制总量，而教

育主管部门将这块“蛋糕”切到各学校时，

则出现了差额，不能满足每所学校对教师

数量的需求，更不用说质的需求。

究其原因，编制部门在核定编制总

量时，没有考虑三个方面的缺编情况：一

是学校特殊性缺编。有的学校规模小、

人数少、班额小，如果按照师生比核定教

师编制，则不能满足学校对教师的需求；

如果按照班生比配备教师，或二者结合，

就要挤占其他学校的编制。二是学科结

构性缺编。无论是乡镇学校还是城区学

校，都存在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教师

严重不足的问题。三是教师临时性缺

编。核定教师编制时，几乎没有考虑教

师的病假、产假甚或伤亡等情况，但实际

上，因各种原因而临时脱离岗位的教师

时刻都存在。

在核定教师编制时，几乎不考虑班生

比，只依据区域内学生总数，按照师生比

核定教师总量，这种核定编制的方式虽然

简单，但过于粗放，即使核定的教师编制

总量充足，也不能解除学校教师缺编的

困扰。

因此，教师编制核定需要精准化，精

细到学校，精准到学科，精确到编、岗的实

际差距。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学校特殊性

缺编，也要考虑学科结构性缺编，还要考

虑教师临时性缺编。

如何才能精准化核定教师编制？广

东省推进实施的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

管理制度改革值得借鉴。

广东省按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根据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班额、生源（含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等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

整，对学生规模较小的村小学、教学点，按

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

这种核定方式避免了规模较小的学校和

教学点挤占其他学校的编制。

此外，为缓解教师编制紧张，广东省

加强了公办中小学临聘教师管理，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统一标准、统一招

聘、统筹调配临聘教师，经费由本级财

政核拨，确保临聘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

同酬。统筹调配临聘教师，可以缓解学

校学科结构性缺编、教师临时性缺编的

压力。

教师编制核定能否做到精准化，既与

地方政府重视教育的程度有关，也与教育

主管部门主动争取政策支持的力度有

关。为此，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做好两门功

课：一是摸清区域内各学校教师的家底，

包括各学校、教学点的教师需求总量。二

是主管部门主动向地方政府做好汇报，赢

得政府的支持；主动与编制部门协商，用

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和精准的数据说服编

制部门，使之采用更具优势的方式核定教

师编制。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在学校管理中，一些学校为了规范教

师行为，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如明文

规定每位教师必须手写教案，并对每个教

案的字数进行了规定，由教务部门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为推进教师阅读，要求教师

阅读指定书籍并上交一定字数的读书笔

记等。但问题来了，现实中这类规定很难

得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着力于

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维持学校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平心而论，备好课再进课

堂、每学期读一两本教育专业书籍，这些

要求的确不高，是作为教师的底线要求。

发现问题，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对没

有执行的教师按照规定给予批评和处罚，

这也合理合法，但为何在实施中却得不到

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呢？

不管教师以前是不是认真备课（有

的教师喜欢用电脑备课，写电子教案），

现在都需要手写教案；不管教师以前是

否有阅读习惯，现在都需要写读书笔

记。这类规定实施后，对于守纪的教师

来说，增加了手写教案、撰写读书笔记等

附加行为，他们需要通过这些行为表明

自己没有违反学校的规定。但对于不守

纪者而言，其感受就截然不同了，不仅当

下会受到处罚，今后还得努力改正自己

的行为。试想，学校的一项管理规定，对

于违纪者是约束和惩罚，对于守纪者是

增加负担，谁还会支持和理解相关规定

并保障其实施呢？

在一所管理正常的学校，不备课进教

室上课、不读书不学习的教师是极少数

的，也是极易发现的。如果日常管理到

位，针对个别教师的不规范行为，能及时

教育和处理，也就用不着制定新规了。为

解决极少数教师的违纪问题而制定给所

有教师增加负担的规定，还要投入大量的

管理资源保证实施，就属于典型的“一人

犯病，全家吃药”，得不偿失。

从人本管理的角度看，要求教师定期

上交手写教案、读书笔记，反映的是学校

管理者对教师的不信任。教书是一门良

心活，从这种“良心”形成的外因来看,其主

要来自于管理者、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对

教师的信任和尊重。而上述规定、检查摧

毁了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信任与尊重，必

然影响教师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由此可见，不给守纪者增加负担，不

让守纪者自证没有违规，应该成为制定和

实施学校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这既是

依法治校理念的真正落实，也是学校人本

管理的基本要求。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

学校管理者不应给守纪者增加负担
□谌 涛

局内人

当下，名师培养是教师成长的“重头

戏”，许多区域和学校都在不遗余力地实

施和推进名师培养工程，这已成为我国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兵工厂”。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为确保名师培养

的精准和高效，许多地方在教师考核、业

务表彰、行政奖励等方面划定标准，选择

培养对象。过高的评选条件和标准，导致

符合培养条件的人选“凤毛麟角”，使得名

师培养逐渐成为“贵族游戏”，普通教师只

能望尘莫及。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促进教师成长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

培养少数名师，而是推动教师队伍的整体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一味“掐尖”式培

养会造成教师专业发展的两极分化。因

此，给身处教师队伍“下游”的“贫民”教师

提供更多机会势在必行。名师遴选和培

养不能呈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路越窄；要

呈倒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路越宽。

如何将名师培养这件事做大做强，让

更多普通教师有机会成长为名师？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应该怎样做？

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

教师。“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

载重，渡河不如舟”。遴选人才不能一把

尺子量到底，要不拘一格，使人才各尽

其能。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一线教师不是缺少发展的底蕴和动

力，而是缺少一架向上发展的梯子。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于教师发展应有

托底思维扶持意识，充分尊重一线教师的

成长诉求，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搭建适合他们成长的平台，真正实现

百花齐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师培养不

能成为少数优秀教师成长的“自留地”，要

成为广大普通教师学习、发展的通道，让

优秀教师和普通教师齐头并进、同台竞

技、相互借鉴、共同成长。

名师选拔和培养要放下身段走“平民

路线”，坚持零起点成长，主动降低选拔和

准入门槛，培养那些有强烈发展愿望、富

有成长激情和创新意识的年轻教师、普通

教师，让更多教师共享资源、互动成长，使

他们“蹦一蹦就能摘到桃子”，给教师搭建

梯度发展的平台。努力在教师群体中形

成人人渴望成长、人人努力成长、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发展局面。

放松遴选入口关的同时，要收紧名师

考核和评价的出口关，让名师培养机制从

当前的“严进宽出”走向“宽进严出”，优胜

劣汰，确保名师“进口畅、出口严”，切实提

高教师的专业素养、能力和水平。同时，

要建立名师考核、评价的长效动态机制，

打破“一评定终身”，营造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的发展生态，开辟一条名师成长的通

道，并将培养普通教师的成绩列为名师考

核、评价的重要指标，释放名师的“鲶鱼效

应”和递加效应，带动和影响更多教师的

成长。

面对名师资源城市学校比例大、农村

学校比例小的现状，打破少数名校、大校的

垄断地位，考量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的智慧和水平。教育行政部门应着力推

进城乡教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名师

资源配置，把名师投放到最需要、最能发挥

作用的乡村学校，让名师培养成为城乡教

育均衡发展的“助推器”和“顶梁柱”。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渴

口中学）

禹天建/绘

名师培养
不能沦为“贵族游戏”
□杨启锋

岁末年尾，学校各项工作临近尾声，中

小学教师一边要忙着带学生做好期末复

习，一边还要忙着撰写各种总结。如果所

承担工作任务过多，一个人可能要写五六

份总结，如教育教学、班主任、课题研究，德

育、政教、团队活动等。

一时间，教师发出“年终总结何时结”

的嗟叹。年终总结是学校管理的常规工

作，是教师对自己一学期工作的梳理、总

结，其重要性和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让教师对年终总结产生不满、甚至消

极抵制情绪的根源，在于学校对待总结工

作的态度。不少学校要求教师写总结，仅

仅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面，久而久之，大多

数教师认为这样的总结没什么价值。这种

机械、重复、低效甚至负效的工作总结一做

再做，教师感觉无聊厌烦，产生消极抵触心

态也就不可避免。

如何避免年终总结成为教师心目中甩

不掉的“鸡肋”，让总结成为学校推动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让教师自觉自愿甚

至兴致盎然地投入到对自己教育教学工作

的反思与提升中？

学校不妨打破传统的年终分项写总结

常规，把教学、教研、班主任等工作糅合在

一起，让教师结合自身实际，撰写富有个性

化的综合性总结。在切实减轻教师负担的

同时，提高总结的质量。

教师撰写总结必须结合自己的教学实

际，写出自己的成败得失。为增强总结的

真实性，确保总结质量，促进专业发展，学

校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健全考核机

制，将年终总结纳入师德考核，对总结的原

创与抄袭予以加分或者扣分；另一方面要

严格检查，在甄别总结真假的基础上，重点

关注总结的专业性、反思性、成长性。

学校还可以创设一些行之有效、灵活多

样的形式与平台，激励教师参与总结工作的

积极性。比如，组织评选优秀工作总结，对于

工作业绩突出、总结真实、质量高的教师予以

公开表彰，并在年度考核、绩效考核中予以加

分奖励；比如，鼓励教师在单位QQ群、微信群

“晒”自己的年终总结，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

感悟，以便相互学习与借鉴；比如，组织专门

的优秀教师工作总结报告会，为工作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教师提供一个展示工作经验与

教育智慧的平台。这不仅可以一展身边教

书育人“榜样”的风采，而且可以传递出“好好

总结，促进工作”的激励之音。

要想让总结不再成为教师心目中“可

有可无”“可真可假”的年终负担，学校必

须与时俱进，探索各种可行性办法，丰富

总结的展示形式，充分挖掘工作总结的积

极价值，不断拓展工作总结的积极效应，

让年终总结真正成为对教师成长有价值

的“福利”。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三中）

争鸣

莫让总结
成“鸡肋”
□刘义富

精准化核定编制，解学校缺编之困
□罗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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