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至高荣耀”的教师节。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

结表彰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发来贺信，温家宝总理
发表重要讲话。李长春同志亲切接见了张丽莉老师
和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 观看了 2012 教师节晚会
《至高荣耀》， 为 2012 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颁奖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为什么教师这份职业是“至高荣耀”，答案可能
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崇
高使命，所以这份职业自然神圣，自然崇高。这也是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不管是大学
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都要坚持进课堂，始终深入
教学第一线的原因。

“教书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只有教好书，才能育
好人。 ”温家宝总理这样说。

在开学之际，温家宝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其意
不言自明。

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提倡教育要回归常识，教育
要遵循基本规律时，教书是教师的基本职责这个常
识更应该不断重申和强调。

教师教好书，其意义在于，他不仅要研究自己，
更要研究儿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不仅要努
力学习，更要锐意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
他不仅要兢兢业业，更要充满智慧，懂得开发学生
的生命潜力，让自己的工作充满创造性。

只有这样的“教好书”，才不会让教育教学变成
了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才不会让教师在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的抄写批改中患上职业倦怠症，才不
会让学生对课堂丧失了兴趣，对学习失去了动力。

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教好书”，才有接下
来的“育好人”。 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质变
的产生。

很多教师都在诉苦，学生越来越难管理，教书
越来越不好教，再谈育人，根本就是奢侈。

新的时代 ，有新的学生 ，同样也在呼唤新的
教师。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发牢骚，更应该行动起
来，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发展学生。这是对学生的
一生负责 ，也是对教师职业的负责 ，对国家和民
族的负责。

教好书是教师最基本
的职责 。 而每一个教师都
应该思考 ： 我能教给学生
的是什么？

政策直通车

教师先得教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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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撤并之前，先做布局专项规划
本报讯 针对近年来各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对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提出了明确要求和规范
意见。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各地
对于确需撤并的学校要严格履行撤并程序，要广泛
听取学生家长、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政
府的意见。

200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提出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对农村
小学和教学点进行适当合并。 10 余年来，该政策取
得了明显效果。

但不少地方也出现了布局调整“过急”、“过快”
的情况。 有的地方硬性规定撤并学校的时间和数
量，有的地方缺乏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
没有充分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导致出现了一些不
容忽视、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突出问题。

“学生上学路程普遍变远，上学交通安全隐患
增多。 同时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保障不到位，生活
管理人员缺乏，冬季取暖和夏季防暑条件得不到保
障。部分群众经济负担加大。村小或教学点撤并后，
学生需要乘坐交通工具上学，增加了交通费用。 寄
宿生还要承担部分或全部伙食费。有的家长在县镇
陪读，另需支付房租等生活费用。 ”该负责人还特别
提到，一些地区在并入学校办学条件难以满足的情
况下，盲目撤并学校，致使并入学校大班额问题突
出，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为了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少年就近上学的需要，
《意见》 分几种情况提出了原则要求： 一是从年级
上， 要求农村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
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
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
宿。 这样的规定既考虑了学生的年龄特点，同时也
考虑到一些地方已经存在的小学生住宿现象。二是
从学校设置上， 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设置初
中，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或教学点；人
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应保留或设置
教学点。近年来一些地方盲目提出“小学进镇，初中
进城”，违背了教育规律，甚至导致了学生辍学，《意
见》对此进行了纠正。三是从上学时间上，要求各地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力特征、道路条件、自然
环境等因素，合理确定学校服务半径，尽量缩短学
生上下学路途时间。

与以往不同，《意见》特别提到了各地制定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事
实上，当前全国大部分地方没有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布局专项规划，一些地方只是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布局调整规划，着眼于撤并学校，甚至提出了到
某一年撤并多少学校的具体目标。

“科学制定农村学校布局专项规划的责任在县
级人民政府，要合理确定教学点、村小、中心小学、
初中学校布局，以及寄宿制学校和非寄宿制学校的
比例，确保小学低年级学生就近走读上学。 ”该负责
人强调。 他透露，各地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
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 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
并。是否科学制定农村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将成为下
一步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督查工作的
重点。 （康 丽）

2000 年 7 月，北京市十二中高中部英语教师杨立
宪成为一名教学新兵。 初入讲坛，少不了迷茫和无助。
就在此时， 丰台分院组织了年轻教师新入职说课大
赛，他的神经一下就“紧张”起来。 外力的鞭策战胜了
内心的“惰性”，他开始请教教研组老师，研读各种材
料，最终在新入职教师说课大赛上获得了一等奖。

几年下来，杨立宪在通过比赛开展教研的活动中
不断进步，他也在丰台区这种“研、训、评、赛”四位一
体中感受到成长的乐趣。 研讨课、公开课不断与他结
缘，他不仅将自己在教学中的实践分享给其他英语教
师，更在一次次的展示课中得到自身提升。2011 年，杨
立宪老师荣获“第七届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园丁奖”。
2012 年 3 月，在北京市首届高中教师新课程基本功培
训和展示活动中，他获得了一等奖，还入选了教育家
成长工程， 作为学员的他正向着专家型教师不断迈
进。

在杨立宪的一路成长中，丰台分院中学英语教研
组的教研员留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要求严格，工
作严谨。 “我们区里的教研活动从不糊弄，不断地督促
我们认真思考，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杨立宪感谢这
种严格。

杨立宪的成长是北京丰台广大教师成长的一个
缩影。

这些年，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不仅抓住新教师
培训，更在诸多方面实现了飞跃：

做强教研员队伍———10 位特级教师、占全区一半
以上的市级学科带头人聚集在此，为全区教师提供教
研方面的保障支持，丰台分院已经成为丰台区的“人
才高地”；

转变教研员角色———教研员选择重心下移 ，让

“教研员”这三个字成为“服务学校、发展教师”的代名
词，在丰台区各学校的教研组、备课组、教室内，经常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提高服务质量———教研培训力争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分层推进，丰台分院在办院实践中逐步形成了
“研训一体”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三走向”的研究模
式：即走向学科集体的主题研究、走向行政组织的专
项研究（学校、教研组、年级组、备课组）、走向专家参
与的项目研究；

创新培训形式———以赛带训，通过比赛的形式带
动各个层面教师发展，实实在在促进教师教学基本功
的提高。 丰台分院通过“教研组长行动研究”和联片教
研活动，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并逐渐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教师发展平台和培养平台，满
足教师的发展需求。

丰台分院在总结中指出 ，“十一五 ”期间丰台分
院各学段教研指导的实效性不断提升 、各学段科研
先导的应用性不断提升 、各层面研修培训的规范性
不断提升、各层面信息服务的针对性不断提升。 “不
断提升”已成为丰台分院对自己的执著要求。 的确，
多年来，丰台分院以“人才强院，和谐发展”为主线 ，
依据 “坚持一个原则 ，树立三个观念 ，争创五个一
流”的整体办院思路，充分发挥教研、科研、培训 、服
务四位一体的 “小实体 、多功能 、大服务 ”的办学优
势，在推进区域教育事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不久前出台的丰台分院“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到 2015 年，把丰台分院建成教育设施现代
化、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数字化校园，建成人才聚集和
谐发展的学习型校园；逐步构建优质、高效、满足教育
现代化需求的五大中心，即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干部

教师培训中心、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教育管理服务中心；逐步构建各级教育协调发展、
互通互享的新机制，把丰台分院建设成为全区干部教
师共同发展的教育基地。

以上种种， 无疑看出了丰台分院将目光聚焦在
“教师”———教育规划纲要的具体践行者身上。 他们，
在丰台教育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丰台教育提
出“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人才强教”是
丰台区“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重点工程。 丰台
分院作为一所集结教研、科研、师训、干训、信息技术
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机构，在“兼容并包，相互支持，
人才强院，和谐发展”的理念指导下，更将其目光锁定
在“人”这一核心点，落脚在“教师的职业生涯和幸福
发展”上。

植根本土，要制造
———“研、训、评、赛”丰台特色长效机制构建

众所周知， 机制创新推动教育创新。 自 2005 年
始，丰台分院进行了体制内合并，开始从形式上达到
了研训合一，并积极探索工作机制上的“研训一体”。
在制度上严格规范，培训组织及实施也由分散进行变
为继续教育办公室协调分院各教研室及其他相关处
室协同实施。 同时，从培训规划设计、课程申报审核、
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考核评价等多方面促使研训一
体的进程加快。

“研训一体、突出设计、强化落实、整体提高”的工
作思路一经提出，丰台分院便开始实行独具特色的培
训机制。 在这样的培训机制下，不仅有面向全体教师
的课程体系，也有分层分类的专项培训，基本能做到

“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提高了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研训一体”，促使教育教学管理人
员由单一角色逐步向研究者、引领者、培
训者、服务者与组织者多重角色转变，承
担“研”和“训”的双重任务，保障学员在
“研”中“训”，“训”中“研”。丰台区将研和
训放在同等的位置， 在继续教育课程结
构体系中设置了基础性课程和发展性课
程。 在基础性课程中，“教材教法研究与
实践”这些过去属于“研”范畴的内容也
纳入到了课程体系中。 同时基础性课程
保障了均衡，发展性课程体现出层次。

为了让 “研训一体 ”落地 ，实现丰
台制造 ，打造丰台本土特色品牌 ，丰台
分院形成了 “四位一体 ”的教师专业成
长区本模式，通过 “研 、训 、评 、赛 ”四个
方面 ，全方位打造教师 ，使本区教师走
上自主研修道路。 “研”侧重于课程、教
材 、教学 ， “训 ”侧重于理念 、理论 、知
识，“评”侧重于交流、研讨、点拨 ，“赛 ”
侧重于展示、学习、锻炼。

同时， 全方位搭建骨干教师成长平
台，助力骨干教师腾飞。丰台分院党总支
书记郭刚山介绍，在“十一五”期间，全院
通过六大途径打造骨干教师。 骨干教师
研修班聘请市区各级专家， 依托首都高
校的资源， 与专家面对面探讨新课改中
面临的诸多问题；培训重心下移，建设教
师发展工作站， 到教师发展工作站所在
学校听课指导， 解决学校的校本研训和
骨干教师专业成长问题； 实行导师带教
制度，“十一五”期间，参与导师带教活动
的学员人数达 868 人，导师 174 人；开展
骨干教师成长谈话指导，先后对 35 所中
小学的 58 名教师进行了骨干成长指导，
帮助他们对自己的业务发展进行诊断；
开展各种教学竞赛 ，“师慧杯 ”、“创新
杯”、基本功培训、优秀教学设计评比等
项活动， 为有作为的教师创造了成长和
脱颖而出的条件；硕博教师成长工程，引
导硕博教师发挥自身研究特长， 发现研
究教学问题，促进专业成长。

近期 ， 作为丰台分院的一名教研
员 、 市级学科带头人的管然荣老师 ，
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语文教学专著 《语
文教学知与行 》。 “管老师非常适合搞
研究 ，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 ，这些年
带领我区的语文教师在各方面都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 。 ”丰台分院副院长
支梅说 。

在这种机制引领下，丰台分院在“十
一五”期间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步成为丰
台教育的智力集散地、人才高地、干部教
师之家。

兼顾各方，要创造
———区本模式背后
是个体新奇的组合

近年来，丰台分院不仅“掂”出了教
师在丰台教育中的“分量”，更为教师“增
重”切实付诸行动。同时将“服务”作为丰
台分院“研究、指导、管理”并列的一种职
能。 （下转 14 版）

区域性教研机构如何为全区教师提供更好的教研服务，促进教师发展，真正起到教研机构的管理、服务功能？ 是按照“缺铁补铁”
的方式，还是提供全方位“订单指导”？是仅仅定位于解决教师面临的当前问题，还是立足教师的长远发展？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北京
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他们通过自己的教科研探索，给出答案———“研、训、评、赛”四位一体，形成了丰台区特有的教师专业成长区本模
式，同时，研训接地气、分类层级订单式培训、关注教师的职业生涯和幸福发展，一直是他们的追求……

新模式助力教师成长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教科研区本模式提升探索

□ 刘术红 房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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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3 日， 山西省临汾铁路公安
处组织辖区 17 个派出所开展 “百名铁
警进校园送安全”活动，民警将为辖区
铁路沿线城乡 532 所中小学校学生举
办铁路安全知识讲座，同时宣讲《临汾
铁路公安处致铁路沿线中小学生的一
封信》， 让入学新生增强自防自保自救
能力。 高新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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