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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很多，既有外

部因素，如社会对教师的不认可，家长

对教师的苛刻要求，行政部门对教师的

各种考核、检查、评比等；也有内部因

素，如教师缺少自我成长的目标，缺乏

自我成长的激情、动力等。

虽然外部因素会对教师产生很大

的影响，使教师感到“过度疲劳”，但并

不是造成教师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

成人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面对同样

的工作环境，有的教师不堪重负，唉声

叹气；有的教师却斗志昂扬，热情高

涨。职业倦怠折射的是教师的心态问

题，破解职业倦怠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点燃教师自我成长的动力和激情。

一要让教师看到成长的希望。广

大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单调乏味的工

作磨损了自我成长的激情。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要为教师搭建各种平台，包

括课程发展平台、课堂教学改革平台、

私人定制平台，让教师在平凡的工作中

有成长进步的机会。学校要营造教师

成长的良好环境，帮助教师发现最好的

自己，让教师推开适合自己发展的那

扇窗。

二要落实教师的工资待遇与合理

的职称评聘制度。教师是人不是神，没

有合理的工资待遇和职称评聘制度，在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教师法》明

确规定“教师的工资待遇应不低于或略

高于当地的公务员工资”。可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多数地区的教师工资根本无

法与当地公务员工资待遇相比，甚至不

如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员工。而职称评

聘由于僧多粥少，许多教师因晋级无望

而失去对工作的积极性，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因此，

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实行合理的职称

评聘制度是消除教师职业倦怠的有效

途径。

三要多读书，提高教师的精神境

界。高度决定一个人的境界，只有提高

教师的精神境界，才会看到教育的诗和

远方，否则只会看到教育的琐碎与困

顿。而要提高教师的精神境界，唯有读

书、思考与写作。

教师只有点燃自我成长的激情，才

能克服职业倦怠感，使自己成为一个乐

观、积极、上进的人。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课堂上，师生共同学习安徒生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提到孩子们二

年级时阅读过的《丑小鸭》，他们读的

是完整版，不是教材中的节选。我预

料到学生对这一童话故事的细节可

能记忆模糊了，但没有预料到所有学

生都一脸茫然道：“我们读过吗？没

有吧！”

虽然我是从三年级开始带这个

班的语文课，但我知道他们在二年

级时就已经阅读过《丑小鸭》，而且

每个班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排练

戏剧《丑小鸭》，并在期末庆典上演

出。也就是说，他们曾经花了近两

个月的时间用不同方式学习过《丑

小鸭》，现在六年级的他们几乎忘记

了那一段学习经历，忘记了那一段

教师认为可以给学生留下一生记忆

的学习经历。

当我把这件事说给同事听时，曾

经执教过《丑小鸭》的李老师问：“这

样的学习经历都忘记了，还有什么是

学生会记住的呢？”李老师茫然说，当

初之所以花那么多精力带领学生学

习《丑小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引

导学生要像丑小鸭一样，不管经历多

少磨难、嘲讽、欺侮，只要自己不放

弃，最终谁也阻止不了它变成美丽的

白天鹅。这不就是精神的滋养和品

性的塑造吗？可是这些怎么就没有

留在孩子的记忆里呢？

爱因斯坦曾说，把所有学过的

东 西 都 忘 光 了 ，留 下 来 的 就 是 教

育。这句话的意思是，知识性的东

西如果生活中不常用，总会随着时

间一起从记忆中流逝，留下来的是

习惯、方法、思维、品格、认知方式

等。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多

个角度来认识。

其一，大可不必因为学生的遗

忘而怀疑课程的教育价值。阅读本

身就是一个浸润过程，戏剧的角色

体验对于儿童来说，娱乐性一定大

于成人所期待的道德涵养——他们

感兴趣的是表演本身，而非表演之

外的其他东西。至少，在课堂上当

我进一步指出他们不仅读过童话

《丑小鸭》，而且还认认真真排练过

戏剧《丑小鸭》时，许多孩子的记忆

被一点点唤醒了，有几个孩子还记

起了自己当时扮演的角色。这就说

明，遗忘不可避免，但总会有些东西

存留在记忆深处。

其二，任何教育最终只有转化

为儿童的自我教育才能结出果实。

阅读学习中，如果对文本内涵的理

解不是来自于学生的思考与发现，

而是教师先入为主的设计与牵引，

那就远离了儿童的自我教育，注定

会很快被遗忘。可见，“努力做最好

的自己”在《丑小鸭》课程中不过是

教师对学生的美好期待，而非学生

自己的思考、发现和体验。阅读童

话故事的过程，是被动的戏剧排练

和演出过程，孩子感受最深的可能

仅仅是表面的热闹。

其三，教师缺乏自我怀疑和理性

判断。例如，二年级学生阅读《丑小

鸭》，他们的兴趣点和感动点在“努力

做最好的自己”这一思想教育上吗？

他们能与这样的解读产生共鸣吗？二

年级是阅读《丑小鸭》的合适时机吗？

教师引导学生对话文本的方式是“学

中心”吗？

把以上三个角度的思考倒过来

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教

育，多一份质疑就多一份坚定。

现今的教育缺乏质疑精神。表面

看，每一个人都很自信，都很坚定，因

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情，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盲目自信。

教师对自己的课堂教学缺乏质

疑，总以为自己的设计是科学的，对学

生有益，所以当学生在学习上出现问

题时，就会习惯性地将责任归咎于学

生的不认真或愚拙。教师应该有质疑

精神，并从质疑开始进行反思，勇于自

我否定和重塑。

教师不能一味迎合、接纳各种所

谓先进理念、创新模式，学习是必要

的，质疑更不可缺席。教育面对的是

具体的人，境遇不同，学生不同，能落

地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盲目追捧不

是坚定。

每一位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

中，都应对自己多一份质疑：质疑自己

的理念是不是科学，质疑自己选择的

内容是不是适合，质疑自己设计的方

案是不是合理，质疑自己精心组织的

教育教学活动是不是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只有质疑才能发现不足，才能

做得更好。

当然，质疑不是一味地自我否定，

不是摇摆不定，更不是对教育失去信

心，而是一种笃定，是对教育需要批判

精神的笃定，是对教育需要教师担起

更多责任的笃定。

（作者单位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下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

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意见》，

强调推动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

职工编制标准，对符合条件的非在

编教师加快入编，实行同工同酬。

随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飞速发

展，教育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切实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已经

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与难题。

诸多地方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特别是农村学校大多成为乡

村最美的风景。然而，制约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根本因素是教师，教师队

伍建设跟不上，硬件再好也是枉然。

推动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师编

制标准，着力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

设，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的重中之重。

教师队伍的配备面临两大矛

盾与难题，一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促使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区新建

学校快速推进，城区生源激增，大班

额现象突出，教师刚性需求增加。

二是乡村学校规模骤减，生源减少，

点多面广，按照师生比配备，教师难

以满足开足开齐课程的要求。再加

上“全面二孩”的放开与推行，适龄

儿童总量增加，原本紧张的教师编

制更为紧张，教师数量严重不足。

要解决教师编制双重紧缺的

问题，必须坚持务实精神。教师作

为公共教育服务的主体，必须予以

严格保障。

一是需要区域编制部门充分

挖掘潜力，着力向教师编制倾斜，以

满足教育教学的需求。二是针对教

师刚性需求的增加，以及原本幼儿

园教师没有编制的现实问题，根据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严格核定

区域教师编制总量，对于现有编制

确实难以满足教育教学需要的，也

应本着务实的精神，予以相应的增

加，或是采取临时借用的方法，予以

暂时性增加。三是核定教师编制应

当坚持务实精神，实行动态灵活调

整，以年度为单位，核算每一所学校

教师编制需求量，通过教师无校籍

管理的方式，促进教师合理流动，推

动编制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积

极划定教师流动周转池，对满足部

分学校应急性师资短缺的问题。这

是因为区域中小学教师需求是一个

动态过程，随着生源的变化，教师需

求也非一成不变。

教师配备与管理是一个复杂

问题，只有充分利用编制杠杆，才能

全面实施区域内教师科学调配，才

能切实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以教师

队伍改革全面推进教育均衡，实现

最大范围内的教育公平。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宿州市埇

桥区教育体育局）

解决教师编制需要务实精神
□梁 好

时评

2017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中

英语课程标准》，以适应新形势下基础

英语教育的发展。《课标》中明确提出

“教师要在教学中把教学和研究有机结

合起来”。此外，《课标》还要求，高中英

语教师“应该建设教学团队，形成教研

机制，开展教师间的合作与研究”。但

是，英语教师开展教科研工作的现实情

况到底如何？

笔者所在单位是“国培计划”中学

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的承办单位之一，曾

连续几年担任《科研和教研论文写作》

课程的培训工作。培训过程中，通过访

谈培训学员得知，他们平时几乎都不从

事教科研工作，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

为自身缺乏教科研意识；二是因为缺乏

必要的外部压力；三是因为从事教科研

工作的能力不足。

其实，教师不开展、远离教科研工作

的现象十分普遍，各个学段、各个学科的

教师都面临这个问题。针对这种现实，我

们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改变这种现状，提升

教师的教科研能力？笔者认为，应该从以

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从思想上让教师意识到教

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让他

们知道，教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如同

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要让他们明白，

教师要在教学中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

来，这样既可以实现个人专业化发展，

又可以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为教师营造适当的教科研氛

围，既要有一定的压力，也要有一定的

动力，还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学校要

在职称评定中适当加大教科研业绩的

权重，适当给教师一点教科研任务和压

力；学校要建立适当的教科研工作奖励

机制，在绩效分配、评优评先中引入教

科研业绩方面的内容，让教师有开展教

科研工作的动力；学校要为教师开展教

科研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资料。

最后，加强教师教科研能力的培

养。学校应该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各

种教科研方面的培训机会，可以将教

师“送出去”，到高校或者教科研机构

接受培训，也可以派遣教师参加教科

研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还可以将专家

“请进来”，定期邀请教科研方面的专

家到校进行讲座、课程培训，以便切实

提升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作者单位系湖南文理学院）

教师当有
教科研能力
□李 钢 李海军

局内人

为提高校长的业务水平，我

县出台了《关于提升校长教学领

导力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

规定，中小学校长每周至少听两

节课，并参加一次教研活动。这

一规定实施以来遭到不少校长

的抵制和反对：一是校长日常事

务繁忙，很难做到坚持听课；二

是校长不是每门学科都精通，无

法对一些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

分析。

2018 年是苏霍姆林斯基 100
周年诞辰，重读他的《和青年校长

的谈话》，其中一文引起了我的关

注。在这篇文章中，苏霍姆林斯

基就如何听课向校长提出了一些

有益的建议，这些建议值得我们

思考和借鉴。

校长要把听课摆在学校各项

工作的首位。苏霍姆林斯基说：

“多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尽管校长

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应当把听

课摆在首要地位。我给自己定了

一个规矩：一天内必须听两节

课。否则，我就会认为这一天我

在学校里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

今天要去开校长会议，抽不出时

间去听课，那么明天就得去补听，

一共要听四五节课。”

苏霍姆林斯基之所以能坚持

听课，来源于他对这项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而我们只是对校长提

出了每周听两节课的任务，却有

许多校长完不成，与苏霍姆林斯

基对自己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校

长该不该汗颜？

校 长 要 明 确 听 课 的 目 的 。

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听课不只

是为了给教师提些建议而已。

学校是个教育实验室，在这里教

师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校长应

当多去听那些有经验教师的课，

为的是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吸

取过来，变为全体教师的共同

财富。

这与我们许多校长听课的目

的大为不同，他们听课的目的大

多是监督教师，专门寻找教学中

的缺点，校长无形之中充当了“监

工”的角色。他们对教师的课堂

教学不仅提不出合理化建议，也

难以进行深入分析。如果每位校

长都能像苏霍姆林斯那样，带着

学习、吸收的态度听课，听课也就

不再是一种负担。

校长要学会分析课。一是要

通过课堂教学看教师的读书情

况。教师首先应当是一个读书

人，因此课堂教学不仅仅是知识

传授，更是教师精神世界的折射，

只有视野开阔、精神丰富的教师

才能完成既教书又育人的任务。

二是要关注课堂教学怎样达

到教学目的。听课的目的在于分

析学生独立学习的程度。在听课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每一个学生是

怎样学习的，教师是怎样实现让

每一个学生都进行独立自主学习

这一目的的。

三是要分析教师如何检查学

生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指出，

在听课的时候，要观察教师让一

个学生回答问题时，其他学生在

做什么，是否在充当课堂的“看

客”。

四是要观察和分析教师是否

教会了学生学习。校长要经常注

意这样的问题——学生的观察能

力、思维能力、阅读能力、书写能

力等处于一种怎样的相互联系之

中，教师在课堂上是如何通过文

本和教学使之得以实现的。

校长要学会对课堂教学的概

括和提升。苏霍姆林斯基善于通

过听课总结教育教学规律，他的

许多著述就是在多年的听课过程

中对实际材料的提炼、总结和

整理。

总之，校长如果不深入课堂

坚持听课，就难以获得研究教育

教学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更谈不

上总结和发现教育规律。因此，

校长无论多忙，也要抽出时间听

课，这既是对一名校长的专业要

求，也是校长成长为教育家的必

由之路。

无论多忙，校长也要坚持听课
□王 营

有此一说

禹天建/绘

教育者要有质疑精神教育者要有质疑精神
□李竹平

点燃教师
自我成长的激情
□王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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