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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

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

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

希望。”教师教育，使命远大，任重道远。

教师教育：我们期盼什么？

师范院校要“瞻前顾后”。师范院校

既要考虑职前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又要

考虑职前与职后的衔接。教师职前教育

与职后培训缺乏连贯性，对教师专业持

续发展不利。师范院校承担省培、国培

任务，为“衔接”提供了探索与实践的空

间。师范院校的教师应“走出去”，深入

中小学了解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教育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小学教师的实际

需求，深度接触了解中小学所需、所想。

师范院校要适当建设一些实践基地，让

未来教师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如学工、学

农、学军、学商，接触一些现代化的设施、

场所和管理，参加文体活动，开展社会调

查，以适应当今教育之要求。

师范院校对师范生的评价主要依据

是考试成绩，这将导致师范生重知识、轻

能力、轻创新、轻实践。对未来教师的评

价，也应像新课改对中小学师生的评价

一样，采用多元评价、多种方式结合，既

有利于评价未来教师，也有利于将新课

改理念迁移到将来的教育教学中，让课

改深入人心。

教师从教学走向教育。一个优秀的

教师能看到每个孩子发展的潜能，把教

育看作是发现和发展人的潜能的过程，

而非仅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发现和发

展学生的潜能，教师所做的更多的是“教

育”而非“教学”。未来教师，要努力从学

科人转变成教育人。改窄、专、旧的教学

内容为宽、精、新的教学内容，拓宽专业

口径，适当打破学科界限，加大选修课比

重，增加课余活动时间，让学生自主选择

学习内容、自我构建知识结构，实现自我

发展。

教师要改变与学生发展不相适应的

教学方法，采取讨论式、学导式、问题式、

参与式、探究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探求欲望，以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拓展教师专业化途径。时代呼唤名

师，名师有待造就。造就名师需要科学

引导，其中不排除在职前教育阶段就有

计划地进行“名师成才之路”。一是参

与课题研究。教师要承担一些教育科

研项目，最好是教育实验项目，亲自经

历教育实验的全过程，真真正正地做一

个课题，提高教育科研能力。二是充分

利用师源。新高考背景下学校会开设

更多的课程，开展更多的活动，为学生

成长创设更多的条件，除了学校资源和

同事的帮助，教师要充分利用师源，如

校外专家、广大校友、各级各类管理人

员、家长资源、社会团体等，借力借智助

己发展。三是持续提升学习力。人类

已经进入信息化、学习化社会，时代的

发展要求从“学历社会”走向“学习社

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成为教师职业

生命的不竭源泉。

适度修炼“副业”。人的差异在于业

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的修为对于当

下一线教师的职业能力养成愈加重要。

教师要修好“主业”，那是“看家本领”；还

要适度修炼“副业”，那是综合素养的基

础。“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

史”，唤醒教师从阅读开始，教师专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阅读。教师要具备

符合时代特点的信息素养和能力，在“互

联网+”时代，要有一批真正领悟教育信

息化且自身信息素养高的教师，积极培

育学生的信息素养。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

教师教育：我们期盼什么
□ 任 勇

中国古代把教师作为最受人尊

敬的职业，有“天地君亲师”之说，可

见教师地位之高。可是，曾几何时，

教师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吸引力变得

黯淡，以至于近年来教师不再成为

年轻人向往的职业。许多大学生在

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才会选择

教师这个职业。

如何才能真正形成优秀人才

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

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作为

基层教育管理部门，我们思考在未

来的教师培养路径中，着重需要提

升教师持续学习力和专业幸福力，

不断提高教师职业待遇，以此增强

教师职业幸福感，形成教师职业吸

引力。

一是持续学习力。这是教师走

向未来的铺路石，教师要有理想信

念，有扎实知识，其来源在于学习。

没有学习何来理想，没有学习何谈

知识。教师的学习既要响应时代的

要求，也要适应学生的发展，更需要

遵从内心的呼唤。让每一位教师在

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拥有属于

自己的奋斗目标，并逐渐让这样的

目标体系引导教师不断自主发展，

这是实践的方向。

在杭州市上城区，我们构建了

“五阶段奖”教师平台，即通过“新苗

奖”“新秀奖”“能手奖”“风华奖”“红

烛奖”评选，构建名优教师成长的

“基础平台”，实现全覆盖且动态更

新。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上构建区

学科带头人、区特级教师和省特级

教师三个平台，形成“四级人才梯

队”，通过层级目标调动各层面教师

的积极性。

同时，我们关注“育人者”队伍

建设，专门设立了针对班主任队伍

成长的另一个维度：一星级班主任、

二星级班主任、三星级班主任，并分

别对应于相应人才梯队。五阶段、

四梯队、多维度这样的“多维生长平

台”，让每位教师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生长点”。跳一跳摘到属于自己的

“桃子”，一个个“小目标”得以实现，

逐步形成职业“生长线”。

二是专业幸福力。教师要有道

德情操，有仁爱之心，其前提在于有

幸福体验，没有幸福何来情操，没有

幸福何谈仁爱。教师的幸福体验来

自哪里，来自职业的认可，来自自我

价值的实现。让教育成为教师生命

“诗意的栖居”，这是我们开展教师

工作的重要内容。

上城区教育局通过多种渠道

提升教师的专业幸福力。首先是

一项研究资助计划，为了助推教师

逐步成长为研究型教师、学者型教

师，我们推出了资助出版成果的

“金穗”计划。截至目前，“金穗”计

划共出版图书 50余本；其次是一条

国际研修通道，优秀教师可以静下

心重新规划自我的发展，设计好个

人自主研修计划，向上城区教育发

展基金会申请教师自主研修“丰

叶”项目，经基金会审核获准赴欧

美等国家及国内外知名高校脱产

研修。目前，已有 60多位教师获得

资助；再次是十大关爱暖心行动，

我们从教师生活入手，给予全方位

呵护，开展“关爱教师十大行动”，

让幸福敲开教师的“大门”，如“尚

食驿”聚焦教师食宿，为外来新教

师提供教师公寓；就近开放学校食

堂，为有需要的教职工提供早、中、

晚餐……

当然，要吸引优秀人才争相从

教、终身从教，最绕不开待遇问题。

仅以教师工资为例，“教师的平均工

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

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全国范围

内真正实现的不多，各地通过“口

径”调整甚至玩“数字游戏”，规避混

淆这一标准的现状是存在的。对于

教师待遇的提升，我们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透、做实。

中国梦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

基础在教师，我们要让教师成为最

光荣的职业。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教育局）

未来教师的两个核心能力
□ 项海刚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传统话题，常

说常新。如何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培育新时

代高质量教师队伍成为区域教育主管部

门面临的新课题。由于区域情况不同，

方法措施要有针对性，才能具有实效性。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是一个城市

农村混合区，没有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

学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我们把教师

教育的重点放在入职后，简称“后”教师

教育，即通过持续对现有教师进行培

训，打造优秀的教师队伍。在教师教育

方面，我们坚持好教师是“培养+实践”

的原则，根据教师发展的阶段特点和工

作实际，提出了教师教育内容课程化、

课程实施基层化、实施形式个性化的

“三化”工作思路，教师的“后”教育工作

呈现良好态势。

教师教育内容课程化。2017 年春

季，在殷都实验小学的教室里，一群大学

生或情绪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或默默不

语，陷入沉思……这是殷都区为“准”教

师设计的新教师培训课程——信念课程

实施的一幕。

殷都区对教师教育内容实行了课程

化管理：一是在课程管理上以现代教育理

论为指导，制定全区教师培训课程规划、

分学年规划和分学期课程内容和目标，并

要求各乡镇和学校根据区教体局的课程

要求制定符合自己的课程规划，形成区、

乡镇、学校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二是在

课程内容上，根据各阶段教师不同的发展

需求，做好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安排，如针

对新教师的3年发展课程、骨干教师5年

发展课程以及班主任课程、分学科课程

等，满足教师发展的需求。三是课程结构

设置上强化师德为先、体验式和实践性要

求，如在新教师集中培训课程中的信念课

程、技能课程和素养课程，充分体现课程

结构设置的初衷。

教师教育课程实施基层化。在课程

实施基层化上，殷都区主要在两个方面

进行探索：一是以校本教研示范校、基地

校、规范校建设为抓手，通过强化校本教

研，把课程的实施变成教师的行动研究，

让课程的实施主体落到学校，实现“课程

在学校中实施、教师在实施中提升、学校

在实施中发展”的良性互动，提升教师教

育的实效性和教师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研究。二是组建教

师培训者团队，培训者团队的构成是一

线教师，且具有一定理论水平。通过组

建这样的团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

了一座桥梁，有效避免了课程实施的理

论化和空洞化。目前，殷都区所有高中、

初中、小学、幼儿园各学科和班主任、大

队辅导员等都组建了自己的培训者团

队，运行效果良好。

教师教育实施形式个性化。在课程

实施形式上，根据殷都区既有城区又有

农村还有山区的实际，为避免“一刀切”带

来的负面影响，殷都区创新了课程实施

形式，受到广大教师广泛好评：突出地缘

特点，创新跨乡连片课程实施活动。所

谓跨乡连片就是把地理位置、人文相近

的乡镇组织起来，统一进行教师教育课

程的实施；让校本教研主题相近的学校

联合起来，便于课程实施的深化，如水冶

镇部分学校与曲沟镇部分学校都在进行

主题学习研究，区教体局在进行课程设

置时让这些学校的教师实现同步研究。

“三化”举措让殷都区教师的工作

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教师素质得到

明显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学校教育质

量的稳步提升。《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的实施进一步为殷都区“后”教师教

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创建“教师教

育实验区”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后”教

师教育工作，探索新时期教师教育的新

途径、新方法。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

教育科技体育局）

完善“后”教师教育体系
□ 张宏敏

曾经带着梦想走上讲台的教

师 ，3-5 年 之 后 ，少 数 人 不 忘 初

心，到达教育彼岸。而许多人的

热情和梦想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

得烟消云散，日复一日的备课、上

课、批改作业成了养家糊口的手

段和工具。一旦进入职业倦怠的

怪圈，教师在工作中不再有创新

的精神、批判的思维和学习的动

力，更不会创造一种倾注情感的

爱的教育。

然而，作为区域教育主政者，面

对那些正待成长的孩子，面对家长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能忽视教师

的职业倦怠。“阅读是到达高贵的最

低门槛”，在消除教师职业倦怠，促

使教师不断持续成长方面，我们通

过阅读引领市域教师一步步变得高

雅、高尚进而高贵。

在推动市域阅读过程中，河北

省迁安市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做

法：一是市域行政推动，从行政层

面制定教师阅读规划、课题，安排

阅读的活动步骤，提供阅读的书

目；二是各校师生的阅读推动和课

题引领；三是名校长带动，名校长

不仅要推动本校教师阅读，还要在

全市起到表率作用，谈阅读体验、

晒阅读成果、做阅读交流；四是名

师、骨干教师的引领，把他们联合

起来建立群众性阅读组织和读书

联盟，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交流活

动，以“草根”推动全民阅读；五是

争取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力量的支

持，通过评选各种读书小明星、读

书小达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等

活动，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倒逼

教师的阅读。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教师

阅读网。阅读专业书籍可以使自己

的学科专业素养更加扎实与丰厚；

阅读心理学著作，可以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更好觉察自己的情绪和情

感，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让教学更

具有针对性；阅读文学作品，让教师

充分感受到什么是“最是书香能致

远，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市域

阅读的有效推动，我们看到了教师

精神状态的重新唤醒，看到了融洽

的师生关系，更看到了区域教育的

慢慢生长。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安市教

研训中心）

阅读破解教师职业倦怠
□ 刘凤军

没 有 哪 一 个 职
业 像 教 师 这 样 被 社
会如此关注，关注越
多，期待越多。教师
一 肩 肩 负 学 生 的 成
长，一肩承载教育振
兴的希望，但他们也
有自己的苦衷：职业
倦 怠 、专 业 成 长 困
境 。 好 在 一 些 区 域
教 育 主 政 者 有 所 为
有所不为，无论是专
注教师的学习力、幸
福力还是建立”后“教
师 教 育 体 系 ，让 教
育 成 为 教 师 生 命

“诗意的栖居”有了
可能……

教师培养机制教师培养机制新新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