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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
家长也有份儿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 邓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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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周刊》
农村教育是中

国教育的短板，学前
教育是这一短板中
的短板。如何改变这
种状况，补齐农村学
前教育的短板？请看
湖北潜江的做法。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乡村学校如何

做改造乡村生活的
中心？如何建立农村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体系？ 今天，重温陶
行知教育思想，具有
重要意义。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校本课程的开

发， 既要结合学生
需求， 也要体现办
学特色， 既要激发
教师智慧， 也要利
用区域资源。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暑假到了，你有

安排了吗？如果你还
在举棋不定的话，不
妨关注本期专题 ：
“夏”一站———暑假，
相信会有你的“菜”。

8-9版

《现代课堂周刊》
当课堂 “去教

师主导”之后，教师
应该激发学生的自
主学习力，让他们逐
渐掌握该 “学什么”
以及“如何学”，从而
共同打造自主学习
课堂。 6-7版

《区域教育周刊》
作为中国北方唯

一的一个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4年来，大连
金州新区走出了一条
文化培育、科研引领、
内涵突破的区域教育
优质发展的新路。

4-5 版

春风已度“友谊关”
———广西崇左课改记

教育部：规范高中招生行为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做

好 2013 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根据国家规定的合理班额
核定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 严格执行
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每个学
校择校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
招生计划的 20%。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这一
要求，进一步核定调整招生计划，将初
中毕业生有序分流到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 努力使高中阶段教育的规
模、质量、结构更加适应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改善民生的需要。 要继续稳
定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原则上要按
50%的比例引导应届初中毕业生向中等
职业学校分流。

教育部在通知中还要求，各地各校
要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实施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阳光工程”。 要将学校招
生计划、 专业和录取结果等向社会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 要严格管理招生信
息发布，杜绝虚假招生信息，禁止争抢
生源等恶性竞争行为。 严禁公办普通高
中超出核定计划、 违反规定跨区域、以
民办学校名义招生。 要依照有关规定进
一步加强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加快
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学生学籍
电子注册等制度。

据了解，教育部将把普职招生规模
大体相当列入教育督导重要内容，对高
中阶段普职大体相当推进不力的省份
进行重点督查。 （康丽）

2012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之际，焕然
一新的广西崇左市大新县民族希望中学
新校区交付使用。 告别租借的老校舍，看
着宽敞明亮的新教室，大新县民族希望中
学的师生们在兴奋之余，发现每间教室竟
然都没有讲台， 教室四周还挂上了黑板，
这让他们非常纳闷。

“教师在上课的时候 ，总是会情不
自禁地走上讲台 ，那样 ，他们还是会保
持高高在上的姿态 。 只有去掉讲台 ，才
能让教师真正走到学生当中 。 ”大新县
民族希望中学校长覃向阳介绍说 ，作为
一所新建学校 ，希望中学就是为课改而
生的 ，学校里的设备 ，理所当然地要为
课改服务 。

近日 ， 记者在崇左市采访时发现 ，
众多 的 校 长 和 教 师 都 像 覃 向 阳 一 样 ，
习 惯 性 地 将 “课 改 ”和 “高 效 ”挂 在 嘴
边 ，他们已将课改当成自己的使命 ，把
高效课堂看成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孩子
命运的 “法宝 ”。

“不课改，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要落后于其他地区”

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
2003 年 8 月 6 日正式成立，是一个以壮族为
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 辖江州区和扶绥、大
新、天等、龙州、宁明 5个县，代管凭祥市。 作
为南疆国门，崇左市与越南接壤，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落后，在其所辖的不少县区，特岗教师
作为重要的新生力量， 不断被补充到教学岗
位上。

2012 年 9 月， 大学毕业的李秀娟，就
是作为一名特岗教师，满怀激情地走上了
天等县最偏远的中学———把荷中学的讲
台。 当时的她，憧憬着能将大学所学知识
全部运用于教育教学上，为改变农村孩子
的命运贡献全部心血和智慧。

但事与愿违，当李秀娟在课堂上滔滔
不绝，恨不得将自己生平所学全部倒给学
生的时候，学生们竟然向她“发难”———李
老师，您课讲得不错，但多给我们点信任，

让我们自己自主、合作学习吧！
原来，从 2011 年开始，从来都是“春风

不度玉门关”的把荷中学在天等县全面启
动课改的时候，就自己摸索着开始了高效
课堂改革 ，教师 “满堂灌 ”的现象已经消
失，学生已经习惯了当 “主角 ”———自主 、
合作、探究蔚然成风。 这也难怪初来乍到
的李秀娟会被学生“轰”了，因为她还停留
在旧的教学模式上，游离于课改之外。 好
在李秀娟说改就改，“毫不犹豫地将主动
权还给了学生，把课堂还给了学生”。

说起往事，李秀娟深有感触地说：“身
为一名教师， 看着上课打瞌睡的学生，如
果再不进行课改，我觉得愧为人师。 因为
课改既是教师的解放， 也是学生的解放，
是教师的成长，也是学生的成长。 ”

对于课改，更有“切肤之痛”的是天等
县教育局局长闭伟文。2011 年，他带队到广
西蒙山县学习高效课堂改革。 看到阳光、自
信的蒙山学生， 想起当时天等的学生被束
缚在“教师教，学生学”这种简单的二维模

式里，学生缺乏思考、缺乏创造力和活力，
辍学率居高不下，这位教师出身、当过多年
中学校长的教育局长痛心疾首：“不课改，
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落后于其他地区。 ”

闭伟文的感慨不无道理：天等县土地
贫瘠、资源缺乏、交通不便，是国家级贫困
县。 作为广西的劳务输出大县，天等全县
44 万人口中， 每年有 13 万青壮人口外出
务工，很多学生甚至初中没读完就背上行
囊远走他乡打工。

崇左其他县区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地教育人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课改，才能
发展；只有课改，才能解决学生“进得来、留
得住、学得好”的问题。 但是，怎么改？

整体推进 破解课改难题

在很多地方，课改的口号喊得轰轰烈
烈，改革初期也是热热闹闹，但是过不了
多久，一切又回复到冷冷清清，回到传统
课堂的老路上。 （下转 2 版）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青年教师
是高校教师队伍中最富于创造性的群体，
他们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着高校发展的未
来。如何为青年教师提供发展的舞台，让他
们在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尽情发挥自己的能
力， 是每一所高校应该考虑的重大战略性
问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颁布三周年之际，记
者就青年教师培养问题采访了北京交通大
学和北京科技大学。

为青年教师创造优良的成长环境

近年来， 北京交通大学始终坚持把培
养和造就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作为一项
战略任务， 加大对青年教师多渠道、 全方
位、全过程的培养和支持，着力为青年教师
创造优良的成长环境、 更多的发展机会和
发展平台，促使他们又好又快地成长成才。

2010 年以来，学校在已有改革的基础
上，紧密围绕试点改革项目总体目标和主

要任务，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整体配套，稳
步推进基于岗位管理的高校人才用人机
制改革 ，初步构建起 “设岗聘任 、晋升晋
级、考核评价、分配激励 、流转退出 ”五位
一体的新型用人制度体系，营造了充满活
力、富有效率、和谐宽松、更加开放的人才
制度环境，有效调动了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在这些制度中， 分配激励机制具有特
别重要的作用， 这项制度的改革情况直接
决定着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有鉴于此， 学校在探索建立合理的分
配激励机制方面花了很多功夫， 包括进一
步健全与岗位设置聘任相配套的绩效工资
分配激励机制， 探索高层次人才年薪制和
协议工资制， 确保校院两级分配向一线教
师和优秀人才倾斜， 对接市场行情构建灵
活的聘用制人员薪酬体系等。

“薪酬激励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将教书育
人纳入到教师考核任务和目标中，突破了原
有过度重视科研绩效的激励体系。 ”学校党

委书记曹国永说。
“改革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你能感受

到他们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感受到他们
想做出成绩的愿望和热情。 ”座谈会上，经
管学院院长刘延平告诉记者。

为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成才， 北京
交通大学实施了 “新教师起步支持计划”，
力求解决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

学校实施了 “红果园创新人才培育计
划”，分层次分重点培养优秀人才。 4 年间
投入近 2000 万元，重点培养近 200 名优秀
青年教师。 经过计划培养的教师中，已有 3
人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 人获得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 人获得国家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25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

教学是教师的天职 ， 为激发青年教
师教学的积极性 ，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 ，
学校定期开展教学基本功大赛 ， 青年教
师参赛率超过 90%， 并在北京市比赛中
屡获佳绩。

青年教师正是科研的黄金时期，科研
是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的重要途径。 学校为
鼓励青年教师投身科研，为他们积极创造
条件，特别是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学
校设立了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鼓励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参与课题申报。 目前
已有 900 余人次获批立项，下拨经费 9000
多万元。

另外， 学校还出台鼓励青年骨干教师
校内外挂职锻炼、 在职攻读博士、 硕士学
位、出国（境）研修等实施办法，坚持选送青
年教师赴西部地区和各地各级机关单位挂
职锻炼、开展社会实践，近年来共吸引 8 批
近百位青年教师参加。

“学校在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方面取得了
非常丰硕的成果。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青年
教师江辉说， 目前在全院的优秀教师中，青
年教师占到了 40.1%；在科研方面，国际级的
科研项目，青年教师比例占到了 41.3%；在专
利授权和软件授权项目方面，青年教师比例
也超过了 50%。 （下转 2 版）

放暑假了。这是各地下达“减负令”
后的首个暑假。

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点出入，学校布
置的作业减少了，但家长布置的“作业”
却没有减少。五花八门的唱歌、舞蹈、书
法补习班；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火箭”
班、“冲刺”班，本应是孩子节日的暑假
已经成为“第三学期”。

其实， 这样的结果不是今年才出
现，而是每年定期上演的戏码。 正因为
如此，暑期早已成为教育培训业的黄金
季节。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减轻学生课业
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
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

因此，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已经到
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其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整个社会
都存在着重视学校教育、轻视家庭教育
的状况。 但实际情况是，家庭教育是教
育的基础，孩子教育的根在家庭。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比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能贴近孩子的
心灵世界。 尤其是在学校出现以前，孩
子的社会化过程都是由家庭教育来实
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的出现，是
把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职能转移到学校
中去了。 家庭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
如果家庭教育这个基础没有打牢打实，
我们很难想象孩子会有美好的未来。

现在，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力促“减
负”，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这些措
施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可能并不能收
到预期效果。 我们常说，与“减负”相对
的是“增效”，这里的“增效”不仅是提高
教师的教学效率， 提高教师的教学素
质，更要改变家长的教育理念，提高家
长的教育能力。

家庭教育应该成为全社会关心的
话题，重视家庭教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
育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教育的应
然选择。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面临
着共同的目标，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教育才有希望。

暑假到了，希望我们的家长不妨静
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在“减负”中的责
任与角色。 期待，孩子们尽早拥有一个
真正属于自己的假期。

休刊启事
本报从即日起休刊 4 期，8 月 21

日恢复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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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决定高校未来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西南边陲，广西崇左，中越边境两山对峙险坳处，矗立着我国九大名关之一的友谊关。 这里自古就是军事要地，也是目前我国仍在使用的唯一古
代边关通道。 与著名的玉门关相似，这里也曾“春风不度”，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边境地区，“四座大山”重压之下，教育水平可想而知。

但走进今天的崇左，不仅城市面貌有了巨大改变，教育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伴随着课改的春风，这座建市刚刚 10 年的新城因为有了教育
的支撑，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总编七日谈 102

7 月 11 日，本报举办的全国“德育区域整
体推进”策略延吉现场研讨会上，延吉市中央小
学学生在台上跳起了“骑马舞”，台下的孩子也
跃跃欲试，抱起了双臂。 两者交相辉映，high 翻
全场。

本报记者 韩世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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