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错了
路自然就走错了

□ 茅卫东

又到年度考核时， 老马看到学校公
布的教师工作量考核结果时， 不由得大
吃一惊， 因为他的工作量在全校教师当
中倒数。

老马教五年级语文， 担任班主任，另
加两节美术课、一节班会、一节“体艺 2+
1”。公允地说，这样的工作量，在他的学校
里属于正常水平。这两年，学校并班，老马
两次都很荣幸地任教大班，学生人数居全
校各班之首。

凭着“创造争优”一栏的满分，他连续
几年绩效考核都得了“优秀”。每每上级来
校检查工作，校长、主任就推荐老马上课，
优先拿老马的备课本、 作业参加检查，而
且，要出什么重要试卷，校长也是很信任
地把任务交给老马。 在老马看来，学校领
导这是把自己当成骨干教师看待，自己为
学校分忧也是应该的。

然而，绩效工资一出来，老马感觉不

对劲儿了： 自己加班加点做了那么多事，
居然比大多数教师的工作量少，这是怎么
回事？原来，学校往年进行绩效考核，除了
正常课时计算工作量外，分派到各人的临
时工作，也折算为工作量。

而今年在计算工作量时，校长“一视
同仁”： 所有教师的工作量按各人任课表
上实际课时数计算， 不考虑临时工作量。
更令老马郁闷的是，学校在期末时又出台
了新政策：年龄在 50 周岁以上的老教师，
可享受额外照顾的 3 课时；干部们，上到
校长，下到备课组长，也会享受加工作量
的照顾；“特殊群体”可以休而不作。 只有
自己，既不算是老教师，又不是干部，更不
能享受特殊待遇。 平时的那些突击任务，
做了等于白做。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听了老马的
牢骚，我品出了其中的奥妙。

老马的学校属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小

学，教师的年龄层次偏向中老年，学校还
在论资排辈。

绩效工资的实施， 本来是为了调动
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 但到了实施的时
候 ，就像老马所在的学校 ，领导为了安
抚老同志 ，求平稳保平衡 ，搞了 “大锅
饭 ”。 他们以为 ， 这样做就会 “天下太
平 ”，却不知这样一来 ，导致不少教师产
生了 “多干少干一个样 ，多干甚至不如
少干”的想法。

学校照顾“老教师”，当然可以，但一
定要适度，不能因此让青年教师受累又受
气。学校向术科教师“平衡”，也可以，因为
素质教育没有为各科教育分主次。

其实，绩效考核需要的不是“平衡”，
而是尽量公平、合理；在实际操作时，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在“多劳多得”的基础上适
当施以人性化的策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兴市老叶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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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的工作量怎么会倒数呢？

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广角镜

□ 李慧文

局内人

莫让校园绿化因“长”而异

□ 杨富志

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的结尾感叹
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
便成了路。”这句话含义隽永，套用在校园
绿化上也颇有韵味：“校园里本来有绿化，
折腾得多了，也便没了绿化。 ”

清晰地记得，来学校报到的那一天，
一脚跨进校园， 我就被优美的环境吸引
住了。 不必说教学楼的布局多么合理，也
不必说浓郁的文化气息多么令人陶醉 ，
单是校园东南一隅就有无限的教育意
味：中间是一个圆形的音乐喷泉，喷泉里
有一对跃起的石雕鲤鱼， 那和谐的音乐
好像正在激励着它们越过龙门。 音乐喷
泉的四周点缀着三五个蘑菇亭， 蘑菇亭
的下面是圆圆的石桌和石凳， 三五个孩
子，有的坐在石桌旁读书 ，有的休息 ，有
的闲谈……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 我喜
上眉梢， 觉得自己在这样一所学校工作
是一种幸福。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后，老校长退休
了。 新校长一到任，第一把火就是校园绿

化。 很快，一场“绿化、美化、靓化”校园的
熊熊烈火燃烧起来。 “音乐广场”填了，蘑
菇亭连同它下面的石桌石凳搬了，法桐伐
了，洋槐砍了，冬青挖了……原有的一切
都“化”为乌有，广大师生一头雾水，看在
眼里，疼在心上。

不久， 一车车的大理石被拉进了校
园，铺在了广场上，一个个寓意深刻的大
型雕塑在广场上竖起来，一根根华丽的景
观灯在校园里亮起来……这一番作为，乍
一看，校园环境确实靓丽了、大气了、壮观
了。 可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是校园，倒像是
政府广场。 从校门到教室门，那些值得孩
子驻足、流连的东西都不在了。 再也看不
到三三两两的孩子在校园里读书、 看报、
小憩、低头闻闻花朵芳香的情景了，看到
的只是急匆匆地向教室走去的背影。一场
典型的失去了教育味道的“绿化”就这样
“大功告成”了。

最近听说，这位校长也快“到点”了，
不知在他离开校长岗位后，接班人又会拿

校园绿化作何“文章”呢？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但愿新的校

长在实施绿化新政的时候， 多听听师生
的意见。 校园绿化是一项教育工程，一草
一木，点点滴滴都包涵着教育的价值，不
能因校长的更迭而改换。 即便改换也要
问个为什么？ 这样一改换，是否遵循以人
为本的教育规律， 是否更有利于学生成
长的需要， 是否更有利于学校发展的需
要。 否则，校园绿化便将又陷入新一轮的
“瞎折腾”。

多么希望，正在当校长和即将当校长
的有关人士，少考虑经济，多思索育人，莫
拿校园绿化开刀。因为校园里原本就有规
范的绿化，如果折腾得多了，不仅没有了
绿化，还会丢失了文化。真是得不偿失！没
有了文化的校园，就不堪担负教书育人的
责任。

所以，请手下留情，莫因自己当了校
长而异化了前任的“绿化”！

（作者单位系山东莱芜实验中学）

在集体食堂用过餐的人，常有这样的
经历： 盛汤的勺子经常会滑到菜汤里去，
后来的人必须先从菜汤里捞起勺子再盛，
很不卫生。虽然学校一再提醒大家不要乱
放勺子，但效果还是不够明显。后来，食堂
师傅将勺子柄加长，长度大于桶高。 这以
后， 勺子滑到菜汤里的现象再也没有发
生。看来，勺子经常滑进菜汤，并不应该完
全归因于用餐者的素质。 勺子柄过短，与
桶身不匹配，素质高的人也难保证勺子不
滑到汤里。 换成长柄的勺子，问题也就自
然而然解决了。

由汤勺子滑落问题的解决，我联想到
教育减负。近些年，学生负担重逾山，被诟
病有年，几成过街老鼠。减负可谓年年喊，
可效果并不理想， 你看那小学生的书包，
稚嫩的肩膀已经承受不了，由过去的背包
变成了拉杆拖包，大有越减越重的味道。

要减负， 就得扼住应试教育的咽喉，
找出它的“七寸”来。 对小学生而言，最大
的学业压力，其实就来自明令不准考试的
“小升初”。 各地热门初中的敲门砖，不是
奥数就是英语。 而能否进入热门初中，又
是能否进入高中名校、乃至以后能否进入
名牌大学的重要门槛。 所以，如果小升初
的现状不改变，如果优质教育资源依然炙
手可热，小学生的负担就很难减下来。 如
果减负“勺子柄”依然是短的，中小学生的
课业负担就积重难返。

这就如同食堂的盛汤勺一样，因为勺
子柄短， 再怎样提醒盛汤的人注意公德，
效果还是不够明显。要想真正解决汤勺不
掉进桶里的问题， 只有加长勺柄。 那么，
“减负”也有“长柄的勺子”吗？ 去年，教育
部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要求各个
地区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切实缩小校

际差距，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禁止以
各种名目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等， 包括
“零起点” 教学、 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
业、均衡编班、一至三年级不搞统一考试
等严格要求。这就是目前我国减轻小学生
课业负担的“长柄勺”。这样的“长柄勺”最
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希望给孩子们“卸
卸担子”，这是得民心、顺民意之举。 有了
这样的“长柄勺”，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
易了 ，只要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顶真碰
硬、狠抓落实就是了。 百姓期待基层教育
行政部门，真正肩负起责任，“认准目标持
之以恒地向前走”， 严格贯彻就近入学政
策，逐步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这样才能把减负这项造福孩
子、呵护未来的工作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教
师进修学校）

由“长柄勺”想到“减负”
□ 刘党桦

师 道

一项改革被逐步深化的过程，其实
也是问题不断衍生的过程。有问题不可
怕，可怕的是，这些问题一旦与功利联
姻，就会生出课改的“怪胎”。其实，教育
哪有多少新花样，改革原本就是重拾常
识的过程。

独立观察（14）

课改也需要反“四风”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一项改革被逐步深化的过程，其
实也是问题不断衍生的过程。 比如基
础教育领域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课
改。 当我们沉浸在收获“观念的更新、
共识力的形成、习惯的改变、教学的优
化和生命状态的绽放” 等丰硕成果的
时候， 会发现还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相伴而生。 其实，有问题不可怕，可怕
的是，这些问题一旦与功利联姻，就会
生出课改的“怪胎”。

要解决课改深水区的问题，首先要
敢于直面课改的真实现状。课改的真实
现状不仅有成绩、成效和成果，还有危
险、危机和危情。这不是危言耸听。对于
课改，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过度放
大课改的繁荣景象是脑子出了问题，把
课改说的一无是处是良知出了问题。

所以， 当课改捷报频传的时候，我
们也发现，一些不正之风正充斥课改内
部，使一些地方的课改已经偏离了课改
的本义。 我把这些不正之风归结为“四
风”。 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中所反
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四风”不同，这里所说的“四
风”是，形式主义、盲目拿来主义、盲目
跃进之风、盲目创新之风。

警惕课改的形式主义。这一不正之
风大多发生在那些被动执行课改的区
域和学校。 当课改的内在动力不足时，
一方区域也好，一所学校也罢，为了迎
合或讨好上级，势必会选择做那些表面
文章，做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情，其结果
也必然使课改出现“夹生饭”。有人列举
了社会上形式主义的 10 种具体表现形
式：一、用哗众取宠代替实事求是；二、
用投机取巧代替实干苦干；三、用粗枝
大叶代替一丝不苟；四、用走马观花代
替深入实际；五、用潦草应付代替严谨
作风； 六、 用高喊口号代替实际工作；
七、用三心二意代替全心全意；八、用虚
张声势代替雷厉风行；九、用欺上瞒下
代替求真务实；十、用表面文章代替表
里如一。 我觉得教育人应该以此为戒，
让形式主义远离课改，远离学校，远离
教育。

警惕课改的盲目拿来主义。 这些
年，基础教育领域涌现出了不少课改名
校，各种经验可谓此消彼长，于是，各地
掀起了名校学习之风，但是在学习过程
中，有人采取拿来主义，盲目照搬，一味
模仿，不知变通。拿来主义本身没有错，
问题是盲目跟风， 只关注经验本身，而
忽略了经验背后的核心精神，只关注别
人， 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实际情况的研
究， 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盲目拿来主义的结果是，原本好的经验
却学得四不像或者水土不服。

警惕课改的盲目跃进之风。“快”是
这个时代的生活节奏，也是这个时代的
文化符号。 经济发展要快，交通工具要
快，课改推进也要快，快速启动，快出成
果，“快”让生活丢失很多，也让教育丢
失很多，“快”让课改蒙上了一层浮躁之
风。教育是慢的艺术，欲速则不达，课改
不是一场运动，“慢” 实际上是一种
“快”。 今天的课改需要强力推进，更需
要脚踏实地，不浮躁、不功利，刹住课改
的跃进之风，才会走得更远，更从容。

警惕课改的盲目创新之风。创新成
就了课改，而盲目创新却正在扼杀着课
改。第一批课改探路者敢为天下先尝到
了模式创新的甜头， 可以坐享模式红
利。 作为后来者如果依然去复制、模仿
前人的套路，可能是没有出路的。 遗憾
的是，不少学校盲目自信，自命不凡，常
常把模仿当创新， 总是制造一些新概
念、新名词作为噱头来吸人眼球，实际
上是换汤不换药，换了个马甲而已。 于
是，创新成了作秀，也可能造成更多的
课改假象。 课改需要创新，但拒绝伪创
新，更不能陷入创新的泥沼，在创新中
迷失方向。一所学校的经验大致要经历
模仿———改造———创新三个阶段。而真
正具有创新基因和创新能力的学校凤
毛麟角。其实，教育哪有多少新花样，改
革原本就是重拾常识的过程。当你执着
于创新的时候，请回过头来看一看教育
的原点和学习的本质。

“你批评得很对，可是没有提出建
设性的意见！ ”这是许多同行看了我的
教育评论后的第一反应。不认同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我在批评之后没能
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

何谓可操作性？ 比如，我在《为自
己代言》中说，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说出
自己的想法，无需别人为自己代言。 有
同行就认为这篇文章缺乏可操作性 ：
我不会写怎么办？ 校长看到了不高兴
怎么办？ ……事实上，这些年，这样的
情况我遇到过很多次， 每每我提出一
些具体的建议，总会有同行用诸如“没
有时间”、“没有氛围”、“得不到领导支
持”、甚至 “我不会 ”等理由予以否定 ，
而他们最后得出结论， 还是我的文章
缺少可操作性。

他们急迫需要的可操作性的东西
是什么呢？ 概要地说，他们要的是能够
牢牢控制住学生，让学生考出高分的方
法和技巧。 然而，教育教学不只是教给
学生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保护学生的善意、好奇心和
创新冲动， 帮助他们强大自己的内心。
坦率地讲，现实中还有多少教师在关注
学生分数的同时也能关心这些？

气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接下来
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频繁遭遇雾霾天
气。 而我觉得，中国教育早已经处于雾
霾笼罩之中， 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方向，
只能看到眼前三五米的距离。

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永远找不到
路； 目标定位错误， 路自然也就走错
了。 教育中人，本不应该依赖别人替自
己决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在教育全
局暂时不可能有根本性变革的前提
下，对普通教师来说 ，破除教育雾霾 ，
重新确定方向和目标， 唯一的办法就
是思考和学习。

身为教师， 除了关注学生的考分
排名和自己的职称绩效之外， 我们也
应该思考一下：教育是什么？ 学生是什
么？教师的价值在哪里？生活的意义在
哪里……除了教材教参教育刊物 ，我
们也应该读点非教育类的读物， 比如
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

我一直主张，教育思想不是教育家
才配拥有，也不是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专
利，我们每一个普通教师都可以也应该
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我相信，如果一个
教师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给学生布置
的每一个任务，自己写下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出于自己的思考，那么，他就
不容易被忽悠，他也不会总是期待同行
提供具体的方法，因为他通过阅读和思
考，自己就能够透过重重雾霾看清楚目
标在哪里，路该怎么走。

如果还有同行希望我提供更具体
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那允许我也问几
个问题：一个班就有几十个学生，有哪
一种具体的方法能够为我们一劳永逸
地解决全部的教育问题？每次遇到实际
问题只希望同行提供具体的方法，那我
们又怎么对学生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我们究竟是想培养学生，还是更
想利用学生成就自己？ 如果是后者，我
们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教育之路，因为我
们的目标就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