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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015.8.12 版

根据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布的一项通
知，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
改革试点范围将扩至 28 个省份， 这一通
知引发了人们关于教师资格认定管理的
讨论。

如何建立灵活有效的教师资格认定
和管理体系，一直是教育界有待解决的难
题。 教师职业的外在表现，似乎一直不如
其他一些职业明显，比如医生、律师等。这
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即教师职业的门槛
没有那么高。

事实上，教师职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
求非常高，并非有学历、有知识就能做好。
撇开许多外在因素，决定一个教师是否称
职、是否优秀，通常要看两个因素：一是对
人的生命发自内心的敬畏与热爱，二是对
人类的知识与真理发自内心的渴望与追
求。 这对于一名教师而言，其实是非常高
的要求， 绝不会低于其他任何职业的要
求。 具备这样两个因素，教师才会发自内
心地热爱教师职业，并不断学习，避免职

业倦怠的出现。
这两个因素都是非常内在的，很难通

过简明扼要的方法与途径来认定。如果采
用笔试或面试的方式衡量，通常不容易准
确地测量出来。由于教师职业本身的高要
求难以外显测定，因此，教师职业门槛给
人比较低的假象。

反观我国其他职业，律师、医生等职
业资格认定标准都较为明确，并且已经逐
步成熟，而教师资格认定和管理制度至今
仍处于探索阶段。

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或许会给我们
不少启发。 比如，基础教育质量多年排名
世界第一的芬兰，以及教育水平处于世界
前列的日本，都大大提高了教师职业的准
入门槛，取消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

但是，这些仅仅是部分改革而已，许
多国家还规定教师资格“非终身化”。 以
日本为例，日本国立和公立中小学、特殊
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
格证书。 日本的教师资格证书分为 3 类：

普通资格证书、 特别资格证书和临时资
格证书。普通资格证书全国通用，有效期
10 年， 而特别资格证书和临时资格证书
只在颁发证书的都道府县范围内有效，
其中特别资格证书有效期 10 年，临时资
格证书有效期 3 年。目前，日本教师的普
通资格证书按照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特殊教育分类， 并按照受教育程度分为
专修、一类、二类 3 个等级。 要获得专修
资格证书必须具有研究生学历， 一类资
格证书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二
类资格证书必须具有短期大学毕业以上
学历。教师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在职学习
取得相应课程的学分， 也可以获得上一
级资格证书。

这一方面大大提升了教师职业的门
槛，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在岗位上不断学
习进修，更新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提升
自己的能力。 对于真正热爱教育、热爱学
习的人来说，教师资格的重新认定并不是
什么负担，只不过是将平时的工作经验重

新展示一次而已。而对于那些不适合从事
教师职业或存在职业倦怠的教师，在这个
过程中就可能会被淘汰。

当然，这样的规定也有许多细节需要
商榷。 比如，是否一定要 10 年认定一次？
认定的方式是否只有笔试加面试？能否将
教师取得教师资格后从事教育的业绩也
作为认定的一项内容？连续几次认定合格
的教师，是否可以确定资格终身有效……

其实，一旦采用上述教师资格滚动式
认定制度，师范与非师范院校就没有什么
本质区别。 事实上，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
经逐渐取消了师范院校的设置，可以让不
同大学、不同专业背景与不同职业的优秀
人才都有机会成为教师，让学校不断补充
来自社会的新生力量，也可以打破学校教
育保守、僵化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可以缓
解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倦怠情绪。如果采
用这些更具开放性的做法，必然会推动中
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留守儿童还有成长优势？ 当然有！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其成长过程

中的优势与劣势，就像一枚硬币的正
反面，是一体两面、同时存在的。 然
而，现实中，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留守
儿童因缺少父母关爱而自卑、 自闭、
自怨的“阴面”，却忽略了留守儿童因
与父母分离而易于生活自强、自主的

“阳面”。
在我看来，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

中，虽然遇到多种困难和问题，但至少
有 4 个优势被忽略了。

首先是成长分化的优势， 这也是
留守儿童最大的优势。 成长分化，指孩
子只有走出与父母的共生圈， 在精神
上成功与家庭分离， 才能顺利地独立
成长和社会化。

当前， 没有分化好的亲子关系，
是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之
一。近期，一则演讲视频火爆网络。演
讲者称自己的妈妈为“气象局”，原因
是“世界上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
冷”。 不仅如此，该演讲者上大学时，
妈妈的爱依然让她感到窒息，“你在
哪？ 你吃饭了吗？ 你回宿舍了吗？ 记
着穿秋裤……”这样的电话一天竟然
打过 9 次，以致被同学称为“连环夺
命呼叫”……

这样的亲子关系是没有分化好
的典型代表。 这样的父母厘不清与子
女的精神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
孩子成为自己生命主人的权利，表面
上看非常爱孩子，实质上是在残酷地
控制孩子的生命。 这样的孩子为了获
得爱， 往往将自己生命的选择权外
包，其学习、工作的动力多来自于父
母、老师、领导等外在权威人物，内在
动力不足， 难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诸如此类的没有分化好的亲子关系
在中国家庭比较普遍，不仅降低了国
人的幸福指数，而且制约着民族素质
的提升。

在亲子关系分化比较好的家庭，
父母与孩子彼此相互独立， 不需要对
方也能够活得很好。

没有分化好的亲子关系对于留守
儿童家庭而言，是几乎不存在的。 留守
儿童的父母忙于生计，远离家乡，对孩
子生命成长的控制基本不存在。 留守
儿童在身体、情绪、选择等方面多能自
主， 不需要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权
威作斗争，减少了精神羁绊，有利于生
命自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能获得
父母足够的爱。

孩子获得父母足够的爱， 是否意
味着不能与父母分离？ 其实，这是一种
非决定性关系。 亲子始终在一起，可能
经常会有控制和伤害；亲子经常分离，
同样可以有爱的流动。 其关键在于，成
人的意识与行为是否符合儿童的生命
成长之道。

除了成长分化的优势， 留守儿童
的成长还有 3 种优势。

自主抗逆的优势。 留守儿童在认
知上接受留守生活并适应， 在情绪上
学会发泄负面情绪， 不压抑自己的感
受，在行为上自我照顾，承担家庭责任
……这些能让留守儿童理解父母外出
打工的意义，接受并改善留守生活，努
力学习，实现健康成长。 这些都是留守
儿童抗逆能力的表现。

亲近自然的优势。 儿童的灵性需
要大自然的滋养。 现代社会中儿童的
生活被“去自然化”，带来了肥胖率增
加、注意力紊乱等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
生活在农村，基本处于“放养”状态的
留守儿童来说，是不存在的。

开阔视野的优势。 相比农村非留
守儿童来说， 一些留守儿童利用假期
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 是一件幸福
和快乐的事，既可以见到父母，又可以
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 这有利于孩子
开阔视野、发愤图强。

总之，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是两
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前者关注的是不
足与缺陷，后者关注的是潜能与优势。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 这两方面我们都
要看到， 如此才有利于全面了解留守
儿童的状况， 并为改善他们所处的环
境采取更合适的措施。

谁忽略了留守儿童
的成长优势
□本报评论员 王占伟

破解留守儿童难题系列评论②

近日，劳动报“行业收入趋势调
查”发布第十三期报告，其中，《教育
业小学教师收入趋势调查》 中的相
关内容， 再次将教师福利待遇的话
题引爆。

该调查结果表明， 上海地区受
访教师平均月薪为 5198 元，100%的
受访者有五险一金。 然而，“隐性加
班”却困扰着这些教师，超七成教师
在无加班费的情况下超时工作。 同
时， 许多教师表示寒暑假期间会被
安排一些工作，所以并不清闲。

这一调查结果引发较大争议，
公众自动分成了两队。 不少网友认
为这份调查数据失真， 上海地区小
学教师的生存状态远比调查中描述
的要好。 有网友表示，“工资是小钱，
其他隐性收入加起来， 年薪再不济
也有二三十万， 而且还有两个假
期”。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教师则表
示， 这项调查的结论比较客观、真
实，小学教师的收入实际上并不高。
而且，周末和寒暑假，教师们还要参
加培训、值班、备课、批改作业等，所
谓的假期时间往往大打折扣。

对于非教育行业的人来说，教
师代表着高社会地位、 优厚的福利
待遇， 还有让人羡慕的寒暑假可用
于休整。 但教师们却有苦难言，即便
总是强调教师行业并非公众想象的
那么“高大上”，但人们似乎并不买
账。 其实，公众对教师群体的印象有
待纠偏。

2014 年，有调查表明，上海中小
学教师的福利在打折扣。 另外，教育
部前不久出台的《严禁中小学校和
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给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划了 6 条

“红线”。 在这一背景下，广受争议的
所谓中小学教师“课外补课收入高”
的现象，需要被理性看待。

退一步讲，教育是公益性事业，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负
有崇高的使命感， 但正因如此，社
会应该在尊重教师的同时给予教师
一定的物质关怀， 为教育从业者提
供完善的福利保障。 如果有媒体报
道教师的福利待遇好， 公众就心生
羡慕嫉妒之心； 有调查说教师的工
资很低，就想到他们可以参与课外
补习班赚取外快……这类想法，忽
视了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所承担的
责任， 让这一职业问题被淹没在巨
大的“光环”之下，并不利于教师的
长远发展，而且会给教师带来巨大
的压力。 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
些“光环”都是公众想象中的“繁荣
现象”。

总而言之， 公众确实有必要探
讨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 围观有可
能改变教育， 但围观更需要理性客
观。 只有这样，方能为教师个人的成
长、 优良教师队伍的打造和国家教
育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系上海出版传媒研究院）

理性围观教师的
生存状态
□肖纲领

时评

怎样让暑期研修成为教师的爱
□李志欣

局内人

教育界的“文山会海”现象被整治
了一段时间后， 最近似乎又有了回潮
的势头。 表面上看，各种文件、通知少
了，但变相发文的情况却多了。 比如，
教育行政部门有的通过研修班、 专题
培训班等渠道改头，有的采用咨询、研
讨、征求意见等方式换面，变相下发各
种文件、通知。

一名中学校长坦言，“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文件、通知满天飞，事事
校长都是第一责任人，个个与学校和校
长考核挂钩。 还有许多文件、通知要求
学校必须提交相关文字材料，少则几百
字，多则几千字。 有的文件、通知传达到
学校时，留给学校的时间极少，甚至第
二天就必须提交相关材料……穿好学
校这“一根针”，是对校长能力的考验。

但是， 基层学校的校长毕竟精力有
限， 他们原本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学
校、 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上。 而对学校来
说，“文山”导致的“千条线”并非是为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良好服务， 反而
成为制约教育教学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之一。

为什么教育部门的文件、通知无法
“瘦身”，“文山”岿然不倒？ 说到底，就是
懒政，是行政能力不强的表现。

文件、通知的起草、报审、签发，有
一套严格的规定， 必须走完规定的程
序。 我认为，部分走程序的过程，其实是
推卸责任的过程：谁签字谁负责，上级
将任务交代下来， 也有了出现问题把

“板子”打在下级身上的机会。 层层转文
件、发通知，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向

下级推卸责任，到了校长这里，责任无
处可推，最终结果必然是校长担责。 这
种风气的实质，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
基层教育教学工作的不负责任。

推倒“文山”，需要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有担当， 负起主体责任。 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加强调研， 将行政精力
放在“把脉诊断”、精准施策上；要加
强统筹，将“千条线”变为“几条线”；
要下移重心，简政放权，变推卸责任为
层层负责； 要让基层学校的校长真正
有时间、 有精力全身心扑在办学治校
上。 如此，才可能优化学校发展，引领
教师发展，促进学生成长，不断提高学
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中心）

“文山会海”难以“瘦身”的背后
□汪文华

教育之怪现状

研修是大多数学校在暑期开设的“必修课”。 放假前，许多教师就对暑期研修进行了“吐槽”：有教师抱怨暑期研修占用了
自己的法定假日，也有教师抱怨研修内容和设计不符合教师实际……

抱怨归抱怨。 然而，暑期研修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在日常工作中，由于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一线教师很难拿出较长的时间
进行业务培训和学习。 深处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社会日趋多变、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教师的角色已从“传道、授业、解
惑”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点燃者、帮助者和合作者。如果教师长期封闭在学校的环境里，就很难满足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个性鲜
明、学习力超强的学生的需求，更难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

为什么教师害怕暑期研修？ 不是教师排斥研修学习，主要是学校和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研修缺乏顶层设计。 暑假看
起来很长，但学校安排一周研修，县级培训部门安排几天学习，市级培训部门再安排几天集训，还有远程研修，加上学校布置
的各项任务，如提前备课、写教学反思、新学年工作计划等，还有家访活动、轮流值班等临时性工作，教师们的暑假时间被肢解
得支离破碎，还有多少时间能轻轻松松休假？

许多教师比较反感远程研修，有些地区举全省之力，聘请全国知名专家和省优秀教师做指导，精选了许多质量高、理念先
进的学习资源。 从上到下，从学习准备、学习过程到学习评价进行层层督导。 有些地方为了督促教师认真学习，还制定了一些
惩罚措施，这些举措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其实，研修最重要的是质的提升，而非量的堆积。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有清晰的规划，要对研修内容进行精心设计，
符合教师工作实际，不要随意安排过多的培训和学习任务，让教师们能够安心、专心参加研修。 作为学校的一把手，校长要以身
作则，亲自参与研修，做好动员工作，让教师们真切体会到研修带来的好处。只当甩手掌柜，命令教师们要高度重视研修，认真参
与学习，校长自己却没有学习意识，那么，教师们抵触研修、应付学习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

禹天建/绘

教师资格该如何认定管理
□许锡良

纵横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