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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优 多点儿声响
□ 于德明

近日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 突然发现了
2012 年本市师德标兵名单 ， 感觉甚是疑惑 。
因为作为本市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 若不是看
到此新闻消息 ， 我还真不知道今年上半年居
然有市级师德标兵评选活动 。而这样 “茫然不
知 ”的事情 ，在教育系统时有发生 。 比如 ，莫
名其妙地这个同志被评为 “文明教师 ”，糊里
糊涂地那个同志被选为 “优秀工作者 ”，甚至
时过很久了 ， 才知晓某某同志获得了某某荣
誉称号 。很多的表彰 、评优等活动原本都应该
大张旗鼓地进行 ，可如今却成了不公开的 “地
下 ”活动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

公开评选是尊重全体教师的一种表现 。
作为教师 ， 更多需要的是能得到最基本的尊
重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荣誉或优秀称号 。而评
选活动做到公正 、公平 、公开 ，就是对教师最
大的尊重 。对教师而言 ，评优选秀是整个群体
性的表演 ，不是个体的独舞 ；是集体的会餐 ，
不是个人的盛宴 。 每个教师都应该具有参与
评选和被评选的权利 。 各凭本事 ，能者居之 ，
只有这样 ，才能既让大家心悦诚服 ，又能落实
评优的真正目的 。 如果只是背地里 “捏窝
窝 ”，遮遮掩掩或暗箱操作 ，势必会让大多数
教师心生怨恨 ，愤愤不平 。

公开评选是促进教师成长的一个推手 。
每个教师都希望变得更加优秀 ， 都期待获得
一定的专业成长和师德修为 。 这不仅需要自
我的修炼和努力 ， 也需要外在因素的促使和
推动 。而公开评选的作用之一 ，就是给每个教
师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 使他们能够
参照评选条件来审视自己 ，提高自己 。所以公
开的评选 ， 会成为教师成长的一种内在推动
力量 ，会激发教师的进取心 ，促进他们的成长
和进步 。而无声的评选 ，不仅容易助长教师的
懈怠情绪 ，还关闭了教师成长的一扇门 ，真可
谓得不偿失 ！

公开评选是对廉洁从教的一种监督 。 当
一切被置放于大众面前 ，贪腐就无从发生 。如
果评选多一些声响 ，公开进行 ，就是把一切都
晾晒在阳光之下 。这样的评选有所依据 ，有所
凭借 ，既公开公平 ，又阳光透明 ，自然不会成
为某些人权力的交易 。同时 ，作为群体评优活
动 ， 群众的力量不仅能对造假者或谋私者产
生一定程度上的震慑影响 ， 而且对于客观公
正的评判 ，也能起到有效监督 、遏制腐败的作
用 。

评优选秀的宗旨是为了鼓舞士气 ， 激发
斗志 ，从而激励工作热情 。 出于这种目的 ，我
希望评优选秀活动不妨大点声 ，公开举行 ，最
好是闹出点儿动静来 ！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西峡县城区第三小学 ）

网眼·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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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如今，不管是城镇校还是农村校，大部分都建起了图书室。 但因学校经济实力的不同，图书室之间也相差很多。 有些图
书室藏书丰富、环境一流；有些图书室藏书寥寥，环境逼仄。 简陋也好，豪华也罢，最重要的是图书室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
用，是否能让孩子从中体味书香。 本期夜话———

图书室不是摆设

让图书室实至名归
□ 刘晓乾 赵彩霞

图书室是学校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学校文化建
设的根本，更是滋养师生心灵的港湾。 可是目前很多
学校的图书室只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门面而已，长
期被封闭起来，并没有真正发挥创建图书室的目的和
意义。

我们经常听到校长在上级部门来校检查时汇报
道：“学校藏书几千、几万册，人均多少册……”仿佛一
位富翁在展示自己的财富一般夸夸其谈，可是师生是
否真正阅读图书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以我所在县区的学校为例，很多学校的图书室只
是学校的摆设而已，或者说是专门用来给上级部门检
查看的。 图书室前门可罗雀，“铁将军把门”已是常态，
书架上落满灰尘也是常事。 偶有几个不知情的“好事
者”前去浏览，也会“吃闭门羹”无功而返，心生感叹。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还可以发现很多学校的图书管理
员都是年龄大的老教师兼职，他们把管理图书看作是
一件清闲差事，只是充当“守门员”角色，没有工作热
情和责任，更不会花心思、花精力去做好这件事。 有了
这种管理模式， 自然就会出现图书被束之高阁的结
果。 朱永新曾说：“中小学的图书管理员应该是有学问
的人，懂书、爱书的人才会对书有感情。 ”更新图书管
理观念，让懂书、爱书、爱岗敬业的教师管理图书室，
已成为解决学校图书室被闲置的关键。

荷兰鹿特丹市图书馆馆长舒茨先生认为， 图书馆
的任务是保障自由畅通， 毫无保留地向全体市民提供

已出版的各类文字、图像以及音频信息，为他们创造娱
乐性阅读、 自学进修以及信息研究等的良好环境。 同
样，学校图书室不管规模大小，应该向全校师生敞开，
为师生阅读服务， 让师生随时可以进入图书室借书或
阅读，让书真正走进师生的生活。 要知道，图书室不是
学校用来装饰门面的点缀， 更不是领导展示学校档次
的一张“王牌”。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第三中学）

图书室，想说爱你不容易
□ 李爱志

就一个学校来说，图书馆（室）、实验室、师资并列
为学校的三大支柱。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图书
室的建设与利用还很不乐观，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的图
书室，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图书配置不合理
1. 数量不足。 由于受农村客观条件的制约，大多

数农村学校图书的数量只能达到国家要求的最低标
准，有的学校连最低标准也达不到。

2. 种类单一。 目前学校的图书大多由政府部门
直拨或捐赠，很多学校几乎没有直接购买图书。 而直
拨或捐赠的图书大多种类单一，内容重复，甚至有些
同一书名的书有几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 这样的配置
使中小学图书室各类图书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

3. 内容陈旧。 尽管大部分学校在图书造册中的
数量和生均比达到了国家的有关规定，但其中却充斥
着大量陈旧过时、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图书。 新书的

购进没有列入学校的工作日程，导致图书的更新速度
太慢，不能与时俱进。 尽管学校也知道大量图书陈旧
积压，却不愿意进行图书剔旧工作，因为害怕上级检
查评估的时候数量达不到要求。

4. 不能满足阅读需求。 由于没有根据学情、校情
直拨，或捐赠，或购置图书，导致符合学生年龄和满足
学生成长需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优秀图书少之又
少。 另外，可供教师阅读的图书特别是专业性阅读类
图书更是缺乏。

图书质量没保证
由于受上级检查评估细则的影响，导致大部分学

校只单纯重视图书数量，不重视图书质量。 有的学校
为了能在检查评估中过关或得高分，就仓促凑足图书
册数，至于图书质量，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甚至有的
图书室里充斥了大量的盗版图书。 在这样的情况之
下，图书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

图书管理太随意
目前，由于检查评估通常注重的是硬件配套而忽

略软件建设，比如，图书室的面积、阅览室的设置、图
书册数、生均比等，导致图书管理大都存在很大的随
意性， 一是不注重图书质量的把关而只注重数量，甚
至盗版图书充斥； 二是图书管理人员的随意配备，有
的学校甚至把图书室作为学校老、弱、病、残和富余人
员的“收容所”和“回收站”；三是图书管理人员素质参
差不齐，数量不足，专业管理人员普遍偏少。 很多图书
管理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其所谓的“管理”还仅仅停
留在纯粹的“把图书整理好即可”的层面上，根本谈不
上现代化管理和专业化的导读和咨询。

图书利用不乐观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图书的流通和借阅率普遍偏

低。 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学校领导、教师还是只重分数，
不管素质，走应试教育的老路，无形之中就把学生的阅
读时间给挤掉了。 其次是很多学校没有开设阅读指导
课，以致学生不知道如何利用图书室来查资料，再加上
教师缺少对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学生不注重阅读，更
谈不上去图书室借书了。 另外就是以上分析的图书本
身的数量、质量、种类等不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等
等。 如此，图书利用率低下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图书室的良性发展，要想通
过阅读来影响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
阅读量来保证。 所以，我们迫切期待着学校的图书室
能尽快地承担起这样的重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中学）

涂富高：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 近 20 年来，学生人数始终在 2000 上
下浮动，教师始终保持在 100 人。 按理说，一所如此规模的学校，图书室应该是一个人气
很旺的地方，但据我观察，近 20 年来，学校图书室是门可罗雀，成为被阅读遗忘的角落，
是名副其实的储藏室。

陈明：希望各级各类学校能重视孩子的阅读，重视校园文化的营造，为学生提供一
个自由、舒适的图书馆（室）。 就拿我们学校来说，这么多年，图书一直放置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
里，面积大概只有 20 多平方米。 每次学生借书，只能分班级分星期进行，由班级图书管理员来
借，因为图书室只能容纳三五个孩子同时借书。 室内放不下一张凳子，孩子们只能快速借完，匆
匆离开，更不可能在里面读书或交流了。

当然，学校改善办公条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忘了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引导孩
子多读书，读好书。 图书室不该是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要把有限的公用经费平衡利用，为教学服
务，为学生未来服务，逐步改善图书室环境，充实校园图书。

现
状

刘大玲：调入现在这所学校前，我曾经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学校很偏远，全校 5 个年级，共 5 个班。 图书室就更简陋了。 除了教学参考用
书，还有一些上一学期余下的教材，而童话故事书则不到 100 本。后来上级有关部门“送书下乡”，可读的书多了，可是管理人手不够，往往一学
期只能借一次书。于是，我一次性分别为全班每位学生借一本书，放在我办公的地方。开学时一人发一本，借书时记上借书人的名字和书名，这
个人就成了这本书的保管员。看完书之后，书可以和全班任何一个同学交换借阅，这样全班多少人，一学期就能看上多少本书了。就这样，因陋
就简，孩子们看了不少书。

肖大松：我校针对农村图书配备及利用方面存在的通病，积极采取措施，化整为零，把校图书室搬进教室里，配备流动图书角。每班借配一
定数量的图书，由班主任和学生专职管理，一班看完后流动到另一班，流水式进行交换。 同时发动社会人士及师生捐出自己读过的旧图书，充
实图书种类和数量。 如此，学生读书方便、快捷多了，再也不用去图书室排队，学校也无需安排更多人员负责图书管理。 各班设立漂流图书角，
大约每两天书籍交换、漂流一次，基本流程为选书———读书———写（画）感想———交换———阅读主题活动，让每一位爱书的学生参与、分享、互

动、传播……图书漂流，不仅仅传递知识，传播文化，更传递着师生之间的情谊。
吕强：在尝试中，我们学校因地制宜，采用了适合校情的“团体借阅”方式。 这种借阅方式以班集体为借阅单位，各班学习委员为借阅代表，把图书室与

班集体相对接。 一个团体（即一个班集体）借一次书，经班内交换书籍，每位学生可阅读几十本。 平行班之间也可以交互阅读，这样阅读范围扩大了，有限的
资源就能发挥更大的使用价值。 管理员的劳动量相对减少了，一个人就能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提供借阅服务，往往事半功倍。 为了更好地发挥团体借阅
的优势，学校给各班配置了图书柜，各班建起了读书角。 全校实施团体借阅，各班都有一个读书角，图书就能流动起来，师生阅读就有了“源头活水”。

校园图书馆发展要与时俱进
□ 朱立平

我校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学校每年有不错的经
济收入，办学条件在农村中学中还算不错的。 校图书
馆的硬件设施和人员配置也很到位。 学校建有 5 层楼
的图书馆，配有专职的图书馆馆长和 3~4 位专职的图
书管理员。 馆内有教师阅览室、学生阅览室、展览室、
图书借阅室等，还正在准备建电子阅览室。 图书馆藏
有近 10 万册各种图书， 每年还订有 200 多种报刊杂
志。

尽管硬件条件不错，但有二三百位教职工、数千
名学生的学校，能到图书馆看书的却并不多。

如果要使图书馆正常发展，首先，校领导必须要
对图书馆的作用有足够的重视，多方位加强图书馆的
建设，让愿意读书的师生有好书读，有合适的地方读
书。

其次，图书要经常更新、增添。 学校的藏书大部
分是在 “普九 ”、升示范高中时期为评估而购置 ，藏
书虽然不少，但有价值的书并不多。 图书馆的藏书，
除少数典籍、名著之外，大部分图书价值不大，甚至
有不少过时的教科书，这些图书不管是对教师还是
对学生都缺少足够的吸引力。

因此，要真正发挥校园图书馆的作用，学校每年
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购书经费。 购置图书要跟上时
代，可以由经常看书、喜欢看书的教师和学生列出购
书目录，然后由学校讨论购买，而不是由少数人随意
购买价值不大、师生不愿意看的廉价书。

再其次，阅览室的环境要改善。 现在已经不是“囊
萤映雪”的时代了，大部分师生家里有空调，但阅览室
依然是夏季没有电风扇，冬季没有取暖设备。 长此以

往，即使有师生愿意在阅览室看书，往往也难以坐下
身子，更何况那些不太喜欢阅读的师生了。

从改善环境上来看，改善阅览室的环境比改善图
书馆的环境更重要。 阅读环境的改善，可以把更多的
人吸引到阅览室来读书。 另外，学校筹备电子阅览室
也是一项不错的举措。

最后，要提高图书管理员的素质。 现在，一些学校
的图书管理员或是从教学一线落聘转岗进入图书馆
工作的，或是不愿在教育一线工作而到图书馆找清闲
的，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大多素质不高，不仅缺少图书
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没有服务意识。 这种情况
也会极大影响校园图书馆（室）的正常发展。

总之， 在目前国人阅读量普遍降低的情况下，要
发挥校园图书馆、图书室、图书角的作用，必须要根据
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多管齐下，才能有良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

几招“盘活”校园图书室
□ 刘 敬

校园图书室的作用若想得到充分发挥， 我以为，
应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师之垂范
时下，一种有目共睹的怪现象是，校园图书室、阅

览室虽然建立了，但很多教师却不知道图书室、阅览
室“门朝哪”，更多的时候，唯愿躲在办公室里上网聊
天，或下棋、打牌。 如此，学生们看在眼里，自然会“记”
在心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可惜，很多教
师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的榜样。

另外，有些学科老师可能会说 ：“我不是语文老
师，学生读不读书，跟我沾不上边。 ”即使是语文老

师，也是理由多多，尽管上课时又是推荐阅读 ，又是
对比阅读，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学生们却难得看
见他捧起一本好书 。 最终 ，教师在课上的 “谆谆良
言”在课下化成了过耳之风。 因此，想要引领学生阅
读，建设“书香校园”，教师的率先垂范不可小觑。

师之引导
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的读书榜样 ，更须对学生的

阅读加以引导。 培根有言，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
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 对于不同的学生，选择什么
样的书最有益 ，什么样的书值得反复咀嚼 ，什么样
的书可浅尝辄止等，通常离不开教师的引导。 毕竟，
学生的课余时间是有限的 ，若是漫无目的地胡乱借
阅，徒然耗费掉大把的珍贵时间。 而且书海浩瀚，良
莠杂陈 ，即使校园图书室 ，也不能保证绝无糟粕之
书。 教师适当地把一把“关”，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
康成长。

读书有奖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学校图书室在建立健

全借阅制度后，对于能按时归还图书，并且对图书爱
护有加的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记录为他们
发放“信誉卡”，在借阅时间与借阅册数上，适当延长
与增加， 以此鼓励并引发示范效应。 学校政教室、团
委、学生会等部门，各年级、班级等，均要适时组织开
展诸如 “读书演讲比赛”、“读书辩论赛”、“‘我最喜欢
的一本书’征文赛”、“师生共读”等活动，评先奖优。 利
用校报校刊、班报班刊、橱窗、电子显示屏等，将获奖
者的照片与读书成长故事一并张贴、宣传，以此激发
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读书的热情，让学校的图书在流动
中进入更多的心灵，使一代又一代师生品咂到书香人
生的悠长曼妙滋味。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

自相矛盾
□ 张立日

上级要来检查，学校严阵以待，全体师生都
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检查无非是让学校办学趋
于规范化、制度化，但因为种类繁多，步骤烦琐，
又由于基层疏于管理，平时不准备、不作为，检
查前临时抱佛脚、搞突击，于是催生了造假，衍
生了形式主义， 也便有了下面让人忍俊不禁的
片段：

班里正上着课，主任破门而入，打断讲课：
“上级领导马上要来检查，如果要问大家做过理
化实验没有，大家都要说做过，无论是演示实验
还是分组实验，我们都做过。他们要是问做过多
少次， 你们就说做过很多次记不清了。 记住了
吧，不要瞎说。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又去别的班
级“循循善诱”去了。 关上教室门，学生们问我：
“老师，我们的实验室在几楼呀？ ”

刚送走主任，副校长接踵而至：“同学们，上
级领导要来检查收费。 现在我们学校免了学费
书费，学校只收作业本费，一学期 12.8 元，记在
本子上，不要乱说。”校长刚出门，班长站起来问
我：“咱们的试卷费还有两个人没有交， 钱现在
给你吗？英语老师、数学老师让收的报纸费现在
还收吗？ ”

而此时， 法制办主任早已等在门外：“法制
股领导要来检查， 人家要问咱们学校开法制课
没有， 我们就说开了。 人家要问多少时间上一
次，我们就说安排在每周一例会，隔周上一次，
人家要问咱有作业没有，咱就说有，记住啦？”我
方寸已乱：“好，现在把书收起来，咱们补做法制
作业，共做 4 次，下课后班长把法制作业本收起
来以备检查。 ”

话音刚落，校长进来了，看着课程表 ，说 ：
“同学们，领导要问我们音乐美术体育课开设没
有，我们要说开了，并且我们还配有专职教师给
大家上课。 ”

好不容易上完这一节课， 接下来的教师例
会上，教务主任布置任务：“教研组长，把本学期
的教研组活动记录补写一下交上来， 一学期 8
篇。 我们学校除了隔周一次的学校教研活动之
外，每周各教研组内部还不定时举行一次活动。
活动内容，可以是校本教研、课题研究、撰写教
育论文等。 散会后教研组长去我那儿领一份校
本教研资料，关键内容要会背，领导检查时要开
座谈会，我们不能乱说一气。 ”

“那今晚的教研活动还开不开？我们有一段
时间没进行教研活动了。 ”有老师问。

“今晚教研活动取消。 ”教务主任答。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沙河市第九中学）

网眼·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 阮胜明 庄华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