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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新增 13个试点省份

本报讯（记者 康丽） 为严把教师队伍入口关，不
断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扩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
革试点的通知》，决定在浙江、湖北等 15 个省（区、市）
试点基础上，新增 13 个省（区、市）为试点省份，新增试
点省份原则上选择 1—2 个地级市开展中小学教师资
格定期注册试点。

新增试点的省份中，北京、江西、河南、湖南、甘肃、青
海、宁夏等 7 省（区、市）于 2015 年秋季启动改革试点，天
津、辽宁、黑龙江、广东、重庆、云南等 6 省（区、市）于 2016
年春季启动改革试点。

通知要求，各试点省份要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改革
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
定的关系，确保扩大改革试点工作平稳顺利实施，同时研
究出台本省（区、市）试点实施细则，并做好政策解释和宣
传工作，使广大教师理解、支持并参与到改革中来。

2015 年，我国全面推行教师资格全国统考，提高教
师入职门槛，并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实行定期注册
制度。 试点区内，教师资格考试有效期为 3 年，教师取
得教师资格后，每 ５ 年应申请一次定期注册。

这几天有一个很受关注的新闻 ： 英国电
视台 BBC 策划的中国教师赴英教学

纪录片 。 客观地说 ，BBC 的策划是一个吸引眼
球的好策划———你看 ， 这个节目不仅英国观众
会看 ， 中国观众也已经被吊起了好奇心和讨论
的热情 。

片中的教师是真的，学生是真的，场景也是真
的， 但镁光灯和摄像机下的人和事是为节目的录
制而设计，这个活动就变成了一场教育的真人秀。

典型性和冲突是“秀”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
出现了纪录片“从最初最乱的状况里挑了最乱的”
来展示给观众的情况。

如果看了这个纪录片， 相信英国的学生上课
都是叽叽喳喳聊天、吃东西、化妆，“无组织、无纪
律”，那就错了。 纪录片中曾经与学生之间因为纪
律问题而 “乱 ”的某位中国老师说 ：“他们自己的
老师进来，学生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学生们也
明白：现在是表演时间！ 不用当真。 所以，课堂上
守纪律的英国学生没有出现， 更多的是好玩、好
奇、看热闹的学生。

如果看了这个纪录片 ， 相信中国今天的教
育就是这个样子，也离现实甚远。 来自南京外国
语学校 、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两位教师 ，他们在国
内所带的班级应该早就已经不是 50 人的大班 ，
也不是纪录片中展现的早 7 点到晚 8 点的作息
时间、刻板的教室和课堂布置。 他们学生的校服
也可能早就不像 “降落伞 ”了 。 但现在是表演时

间 ，大家只能一起做秀 。 既是作秀 ，就不难理解
教师们在某些情节和表情上的夸张 、 对某些要
求的过分强调。

我们看到的并非是真正的中国教育与英国教
育的比较甚至冲突， 仍然是一场目前电视媒体特
别热衷的真人秀———人是真的，但是在表演。

想起早年西方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 ， 大多
刻板 、 拘谨 ， 常常让观看的中国人觉得不可思
议：中国人怎么是这样的？ 只能说西方导演或者
某些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就是那样的 。 中国
教师执教英国班的纪录片 ， 采用的也正是 BBC
编导人员所认为的中国教育和中国课堂的样
子 ， 或者是他们想象的某种教育和某种课堂的
样子 ：在这种想象中 ，纪律性 、严肃性 、统一要
求、讲授等得到了格外突出和强调 。

教育正处在变革中。今天，中国中小学的课堂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课堂形态，各种
不同的教学方法，各种或真或假的课改模式或“导
师”……有的依托教育规律而生，有的瞄准市场盈

利而来。 中国教育向何处去，正在变革中求解。 即
使身处其中的人，也很难靠一部片子、一本著作，
甚至一篇文章，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现状。

真正的教育不是模拟，真人秀反映出来的教
育，也一定会走样，不要太当真。 但影视作品会将
某些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放大给人看。BBC 的节
目同样提供了又一次让我们反思中国教育的机
会。 同时，不要太当真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可以想
想问题：如果这 5 位教师从这些英国孩子受教育
的第一天起就担任他们的教师，会怎么样？ 如果
这 5 位中国教师按照自己设计的方式安排班级、
活动内容 、教学形式 ，而不是按照导演的安排又
会怎么样？ 如果这 5 个英国孩子，到正常的中国
学校当 “插班生 ”，或者
安排 50 个英国孩子到
中国学校 “组班 ”上课 ，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和
冲突？ 这些设想依然引
人好奇。

教育“秀”放大了什么

在“幸福教室”创建者李虹霞决意离开
她深耕多年的山东潍坊北海双语学校，北
上京城的那段日子里，无论是对她而言，还
是对她的学生而言， 都是各自人生中极为
艰难的一段时光。

孩子们不愿意相信，那个曾经可以不
吃不睡甚至不上厕所与学生“黏在一起”的
老师，那个曾经为了学生与校长争得面红
耳赤的老师，那个经常将学生带到家里住
宿 、辅导的老师，那个一直弯着腰给学生
讲故事的老师，怎么能说走就走？

幸福，仿佛一夜之间就要溜开，恐惧与
失落让许多无法释怀的孩子，竟不约而同
在博文开篇写上 3 个字：“我恨她”，跟随其
后的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因爱生恨的故事，原本不只限于情侣
之间。

“那几天， 几乎是童年里最灰暗的日
子。 如果童年是一杯装在高脚杯里的果酒，
那么， 那段日子一定是其中无法释然的苦
涩。 ”一名学生悄然写下这样一段话。

学生宇在作文中写道：“虽然作文题上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不允许写出真实
姓名，但我一定要写———李虹霞！ 即使得
零分 ，即使被批评，我也要让你们知道这
个最伟大的教师！ ”

了解了她的故事，就会知道，著名语文
特级教师于永正所说的“她把‘老师’几乎
做到了极致”，绝非虚言。

参观了那间教室，就会知道，美国最佳
教师雷夫将其称之为 “中国的第 56 号教
室”，亦非溢美。

今天的李虹霞，尽管心中一直对那一
次别离心存内疚，但是，人生路上谁能没有
遗憾？ 她能做到的，就是不论身处何方，她
都将继续做一名好老师，在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第三小学继续播种耕耘，创建自己
的“幸福教室”，将幸福一直传递下去。

“别让孩子回头痛恨教育”

李虹霞说，如果不是成为一名教师，她
或许会是一名记者、主持人、律师，或者是
老板。 她可能会在任何一个领域成功，但
却很难收获今天所拥有的无处不在的幸
福与踏实。

十几年前，就读于师范院校的李虹霞
和许多同学的梦想一样，曾经期待着“冲出
围城”、“逃离教育”，去电视台、银行、报社
等时人眼中的好单位。 但是，在她到学校
实习站上讲台的那一刻，看着台下那么多
双澄澈的眼睛、那么多张灿烂的笑脸，她的
心里忽然一暖，一种迷恋油然而生。

“教师这个职业，仿佛对我有一种天生
的魔力。 ”李虹霞后来在《创建一间幸福教
室》这部书里写道，自己是“撞到了喜欢的
职业”。

只是，那时的李虹霞想不到，笑脸与鲜
花并不是每间教室都会有的。 20 岁大学毕
业，还是一个懵懂害羞的小姑娘的她，先后
到了一所职业高中和一所技校任教。

想象中可爱的学生、良好的学风、优雅
的教学，这里统统没有。 她面对的是一群
中考失败者，不爱学习，却爱闹事。 不知道
什么时候，学生就在粉笔盒里放进去一只
毛毛虫，吓得她花容失色；推开教室门，上
面会掉下一只扫把， 正好砸到她头上；班

里没有人好好上课，动不动会有人起哄、尖
叫、打架……时至今日，李虹霞回忆起这些
仿佛在电影里才会有的镜头，仍有些“心有
余悸”。

但除了害怕之外，李虹霞更多的是疑
惑与痛心———这些接受了近 10 年教育的
“大”学生，为什么如此讨厌学习、不会给人
起码的尊重？ 如果追问他们的小学教师和
初中教师，会有怎样的答案？

在别的教师摇头叹气，只顾“自扫门前
雪”的时候，李虹霞却始终心有不甘。 她坚

持每天跟着学生一起跑早操，哪怕不是自
己的任务；她每天认认真真备好课，想尽办
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孩子们实在不愿意
听课，她就陪着他们聊聊天，或者给他们读
篇文章；在校舍改造劳动期间，别的教师只
是在一旁指挥学生干活，李虹霞却亲自抡
起镐头干活，给学生倒水、系鞋带……在漫
长的陪伴过程中，孩子们的心渐渐融化了。

一次，几名学生因为有过节，招来社会
闲散人员在学校大打出手，李虹霞忽然有
了胆量，把学生护在身后。 事后，她惊吓过

度， 告假回家。 学生们以为她不再来上课
了，几名学生代表骑自行车 20 多里到她家
看望，捎来班上学生的道歉信，诚恳地向她
表示歉意，希望她能回去上班。

职业学校里， 不同专业的学生总爱互
相比较和议论教师。 其他班级的学生私下
里对教师多有埋怨， 而李虹霞班上的学生
总是特别维护她，无论走到哪里，总会骄傲
地说，我们的老师最漂亮、最好。

在李虹霞的心里， 这些孩子尽管经常
无法通过考试，但头脑灵活、生活能力强、
重感情， 原本可以成为更有担当的栋梁之
材。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李虹霞反复
思量，得出的答案是———

他们的生活能力是自己锻炼摸索出来
的，但极差的知识积累与学习能力，却和老
师的教有极大关系。

某一天， 李虹霞收到学生给自己的生
日礼物， 拆开一看，“祝您生日快乐”6 个字
里有两个字都写错了。 她开玩笑地问学生，
怎么这么简单的字还写错了？ 学生很不好
意思，憋了半天，说：“这不怨我，以前老师
根本不教我！ 我大多数时候是罚站在教室
门口或者办公室的。 ”

那一刻， 李虹霞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
头：到小学去！

“我想做一名启蒙教师，在孩子幼小的
心灵里种下希望的种子，别让孩子回头痛恨
教育，这事儿‘想起来就很美’。 ”李虹霞说。

幸福教室里没有恐惧

小学教师与高中教师到底谁更累？ 多
年来两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争论的结局
是，只要想负责任，都不轻松。 无怪乎在得
知李虹霞将要转赴小学时， 一名邻居告诫
她：“要是你到小学当了语文教师， 就好比
一头驴上了套，你就年复一年地转吧。 ”

李虹霞付之一笑， 还是义无反顾地来
了。 令她欣喜的是，一进教室，她就看见了
孩子们阳光的笑容和清澈的眼眸， 也激起
了她“成为一名学生真正喜欢的老师”的简
单梦想。

2009 年， 李虹霞来到潍坊市北海双语
学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享受潍坊教育的
沃土滋养。 时任校长高峰为她开通“绿色通
道”，不需要开没用的会，不用写没人看的
报告。 放开手脚的李虹霞遇到了千载难逢
的机会，“我要让教室里没有恐惧”，一直致
力于改造教室的她，终于开启了“幸福教室
计划”。

在《创建一间幸福教室》的描述中，这

间教室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只有开放
式的老师办公桌；没有让孩子生厌的作业，
只有主动承担的“工作”；没有等级分明的
“班干部制”，只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核心成
员”和“每日班主任”……教室的四壁都是
学生展示的空间，周围满是书架、绿植，还
有互相交换礼物的博古架。 每一个角落，都
是教师、学生和家长精心布置的爱心空间。

在这间教室，李虹霞给了孩子们所有的
爱。 而这种爱的方式，又绝非空洞的说教与
一味地给予。 从着眼于兴趣的培养、促进习
惯养成的起步课程，到尊重规律、潜心修炼
的慢板课程，再到快板课程、散板课程，李虹
霞根据学生的个性、爱好、能力，开发了一系
列有针对性的幸福课程，让孩子在课程的浸
润中慢慢生长，直至开花结果。

这样的教室，学生能不喜欢吗？ 当然，
比教室本身更吸引人的， 是几年来发生在
幸福教室里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李虹霞始
终关注着每一个孩子成长中的小细节，她
一一都记录下来；多年来，这些累积的小故
事形成了一摞厚厚的书稿，也成为李虹霞
教师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笔财富———尤其
是那些最需要关注的“弱者”。

学生小华聪明勤奋，读书很多，一直是
乖孩子。但他的弟弟小彬却不爱学习，总爱
欺负人。 有一天，小彬面对家人的责难，气
愤地说：你们总说我不好，说我哥好，那是
因为我没有遇到我哥那么好的老师！

果真如此？考虑再三，家人专程把小彬
从 200 里之外的淄博送到了潍坊的幸福教
室，交由李虹霞。

初入班级时， 在同学的记忆中， 小彬
“带着凶气、满脸横肉”。 他不爱读书，爱吃
零食，卷子上总是涂得乱七八糟；写作文逻
辑不通，经常写到第三句话就无法继续，为
此气急败坏地撕掉作文纸；还喜欢闹事，和
同学打架。有一次，语文特级教师于永正来
到幸福教室授完课，摇着头说，小彬恐怕是
“孔子来了也教不好的学生”。

但李虹霞不会放弃。 为了激起孩子读
书的热情，在小彬入班的第一天，李虹霞当
着全班孩子的面介绍说， 小彬来自书香门
第， 相信他的到来会给班级带来读书的热
潮。 小彬听了这话，尽管心中惴惴，但仍十
分高兴。 接下来，小彬哪怕读不进去书，也
假装看几眼。 下雨天， 李虹霞将他带到家
里，让儿子给他讲故事。从《明朝那些事》到
《三国演义》， 小彬听得如痴如醉、 夜不能
寐。 第二天，他找到李虹霞说，老师，我也
能读这些书再讲给大家听吗？ 李虹霞鼓励
他，只要肯坚持，一定能。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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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沙：名师工作室办
到乡村去 名师工作室不是

城区教师的专利，长沙市乡村

学校名师工作站为乡村教师的

名师之路照亮希望。

《教师工作周刊》

知行课堂：知行合一
的高效课堂 吉林省安图县

安林中学打造“知行课堂”模式，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行中

求知，在行中生慧，在行中养德。

《现代课堂周刊》

6 让他们站在名师的
肩膀上 如何让农村教师获

得成长平台？丁卫军设计各种

“高端”活动，给他们提供拓宽

视野、历练胆识的机会。

《教师成长周刊》

8 儿童站在课程中央
江苏省南京市致远外国语小

学以儿童的直接经验、儿童的

需要为原点，构建有创造、能

创新的儿童课程。

《课改研究周刊》

10 怎样的教育才能成
就优秀教师 雷夫创造的第

56号教室的奇迹，是许多教师心

中的想往。围绕中美教育，罗崇敏

与雷夫进行了怎样的对话？

《教育家周刊》

12 14 优质均衡因 “云”
而生 集多种优质资源于一身

的城市中心区，如何利用互联网

技术推动教育优质发展？本期，

关注湖北武汉江岸区的探索。

《区域教育周刊》

李虹霞：
做“痴狂”的幸福传递者

封
面
人
物

中
国
好
教
师

于永正说，她把“老师”几乎做到了极致；雷夫说，她的幸福教室是“中国的第 56
号教室”。 当一个老师长在教室里的时候，她的生命就在这里生发、开花、结果。 李虹
霞愿做这样一棵长在教室里的“小草”，为孩子们留住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