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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胡欣红

前不久，2019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举行，因为报名考试太过火爆，相

关话题一度冲到微博热搜榜前列。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此次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考生人数再创新高，达590万人，

考试科次1237万科次，比上半年考生人数

增加一倍多，加上上半年考生人数290万

人，全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人数近900

万人。

590万人铆足劲为“证”一搏，其实是

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教师社

会地位提升的原因，也受当下就业形势的

影响，还与国家提高教师入职门槛、教师

资格证成为编内编外教师上岗的必要条

件直接相关。

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教师的素质

直接关乎甚至决定着教育的成败。在每

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有值得

铭记一生的教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

的那样：“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好老

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虽然不能把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

创新高简单解读为教师已经成为热门职

业，但越来越多的人报考教师资格考试确

实值得肯定。尊师重教是一个社会文明

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教师职

业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准教师候选

人基数将大幅增加，可以让各地教育部门

和大中小学校优中选优。

590万人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竞争不

可谓不激烈。考证不容易，但成为合格

教师更不容易，想成为优秀教师更是难

上加难。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和能不能当

好教师完全是两码事儿，比资格证书更

重要的是师德。教师是用心燃烧的人，

能不能用心去对待学生，才是最关键的

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师范生的师德

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师德高尚的舆论氛

围，鼓励那些真正有教育情怀的人加入到

教师队伍中来，尤其是心怀大爱，愿意为

偏远乡村地区和薄弱地区的教育奉献自

己力量的教师。要想让教师真正成为热

门职业，使优秀人才“招得进、留得住、有

积极性”，除了进一步提升待遇力争待遇

留人外，更需要创造宽松的人文环境，切

实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激发他们的主

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更加尊重教师的

劳动。教师工作相当辛苦，待遇也不算

高，而家长都盼着“望子成龙”，不断给教

师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给教师减减压、

松松绑，更有利于他们轻装上阵，找回育

人的初心，继而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教书

育人之中。教师职业无论热与不热，我们

都应该善待教师。

比资格证书更重要的是师德

□本报记者 武怡晗

“为什么说‘炮制虽繁必不敢

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日前开出的一

堂专业课上，教师梁泽华向学生

抛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堂课的重点是中药

炮制法，但梁泽华却在导入时用

了很多时间为学生们讲述诚信：

从解释杭州胡庆余堂“戒欺”匾额

的由来到播放药店师徒传承的纪

录片……学生们一下子就被带进

了那个“不敢省人工、不敢减物

力”的世界。

在浙中医大，这样思政含金量

很高的专业课还有很多。而两年

前，当传统的中医药课堂遇到思

政时，曾让不少专业教师望而却

步。面对教师们的疑惑，该校副

校长李俊伟一针见血地指出：“改

革的落脚点就在于融入性，要把

价值引领渗透融入进所有课程，

这才是课程教育本位的回归。”

去年，浙中医大发布了课程

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行动方案，提

出要明确每一门课程的德育功

能、落实每一位教师的育人职责、

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体

系。同时，在全校建立10支课程

思政教学团队，启动“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培育遴选，出台示范课程

优课优酬制度，并将马克思主义

学院教师与专业课程教学团队结

对，进行一对一帮扶。

为让“盐更好融到汤里”，该

校组织编写了医学专业思政案例

集，包括“华佗自制‘麻沸散’”“屠

呦呦发现青蒿素”“李时珍尝百草

终成《本草纲目》”等。“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被融进了课堂教学。”浙中医

大教务处处长张翼宙介绍，通过

案例集的编写帮助教师润物无声

地将道德、品格、理想信念等思政

元素渗透到专业课中。

通过典型病例角色扮演及翻

转课堂模式，中医妇科学教师应

敏丽帮助学生重塑了临床诊治思

维。这一训练不仅注重知识技能

的培训，更注重职业素养和道德

品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规范

意识、服务能力和人文精神。“思

政元素的融入让专业课变得更走

脑、走心。”她说，两年下来，学生

们增强了主动学习、团结协作、尊

重他人权利意识及沟通能力。

2016级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专业学生倪雪纯告诉记者：“以前

觉得自己所学专业就是种药、采

药，但通过中医药人文历史的学

习，我深切体会到‘医者人心，药

者匠心’，也不再懈怠。”

“过去更多的是教知识、教技

能，现在则还要系统有效地传递

思想和价值观，让学生发自内心

地想要去学、乐于去学。”药学院

党总支书记徐爱琴说，中医药有

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如神农尝

百草等，它需要教师用心去引导，

学生用心去感悟，这让思政融入

如鱼得水，但也对教师提出了从

“经师”到“人师”的要求，要求师生

更关注当下社会，明确自身责任。

据介绍，经过两年的项目建

设，浙中医大共立项100项课程

思政教改课题，打造了60门课程

思政团队示范课程。最近，一场

课程思政“金课”评选活动也在如

火如荼地举行。不少专业课教师

主动报名，围绕工匠精神、工艺创

新、传承历史、文化自信等主题，

展示中医学中的育人价值。

与此同时，课程思政建设成

为学校党委做好教师思政工作的

重要抓手，近年来，学校先后启动

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

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名师工作室

等建设，举办师德师风先进事迹

报告会、教职工合唱比赛等活动，

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价值取向。

浙中医大：中医药课堂里的思政味儿

□本报记者 季 颖

前不久，一场与专家面对面讨

论班主任沟通技巧与策略的培训，

让象山县定塘镇中心小学班主任

张露楠受益匪浅。

去年8月，定塘小学与鹤浦镇

中心小学、西周镇中心小学3所乡

村学校共同发起建立了象山县乡

村学校共生发展研训联合体。共

生体成立以来，像这样的班主任培

训活动已经组织开展了很多次，每

次参加活动都让一些参与的年轻

教师、班主任收获多多。

“教师梯队不合理、团队氛围

动力不足、单一学校精力和条件有

限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乡村

学校发展。”鹤浦小学校长陈青松

说，为破解这一难题，在县教育局

的支持下，他们建立了共生体，以

整合三校资源，探索教师培养的新

模式。

筹备期间，三校管理团队根据

学校特色，最终确定了首轮三年培

养计划。其中，鹤浦小学侧重数学

教师素养的提升，西周小学则聚焦

开发年轻教师的科研能力，定塘小

学则推出了班主任家校沟通的技

巧与策略师训项目。

以数学教师素养提升为例，鹤

浦小学通过调研发现，三校近50位

数学教师中有 80%为年轻教师。

针对这一特点以及教师在问卷调

查中提出的诉求，他们确定以培养

象山县教坛新秀为目标的三年规

划，从各方面来提高教师的课堂教

学能力和数学理论水平。

为最大程度激发年轻教师学

习的主动性，这一培训项目以教师

讲课、专家评课为主，并建立了专

门的微信群，方便教师相互交流与

沟通。项目管理人胡昌敏介绍，将

三校数学教师集中起来，他们在相

互竞争的环境中，为了把一堂课上

好，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磨课。而磨

课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专家评

课则能够为教师提供指导，弥补他

们的不足之处。

过去一年里，有80%的数学教

师以主角身份参与了师训活动，而

以合作者身份参与学习者达到了百

分之百。教师们直言，共生体的成

立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

台，让大家由过去培训活动的观众

变为如今的主角，而上县级公开课、

听县级专题讲座、专家面对面指导

等，这些在以往都是不敢想的。

由于3所学校距离较远，所以

一些需要及时交流的活动，如读书

报告会、主题研讨会等，如今都搬

到了线上。而像课堂教学等现场

活动，也摸索出了借校学习的培训

模式。除共生体的3所学校外，他

们还借用别的学校开展培训活动。

记者了解到，在共生体的助力

下，3所学校教师的积极性被激发

出来。一年下来，共有15篇数学学

科的教学论文（案例）在县里获奖，

占全县总数的五分之一；在教育科

研方面，获得国家级立项课题1项、

省级课题2个立项2个获奖、市级

课题2个立项9个获奖、县级课题6

项等。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童富勇指出，共生体是乡村教育极

具创意的突破，它是乡村学校应对

困境的自救，满足了乡村教师的内

生需求，办好乡村教育，不光要量

化表象，更要内化实际，以促进教

师、学生、学校发展为根本目标。

象山：乡村学校联建教科研共生体

日前，东阳市春蕾学校江北校区
师生组团走进了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参观体验先进的VR课堂。今
年该院新设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
成立了虚拟现实协同创新中心。图为
学生在高校教师带领下感受虚拟现实
技术的神奇魅力。
（本报通讯员 古 月 朱向阳 摄）

感受VR魅力

浙工大嵊州创新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陈 婧）日前，浙江工业大学

嵊州创新研究院揭牌，以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

据介绍，研究院将重点围绕厨具产业开展应用型科学研究，加

强新理念、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等推广应用，开发满足产业高质

量发展需要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聚焦嵊州市产业共性技术

难题，利用科技资源，开展联合研究攻关，实现关键共性技术突破，

促进产业提升发展。

浙工大副校长虞晓芬表示，研究院要积极谋划发展路径，发挥

学科优势，以引领产业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开

展更多实用性强的项目研究，推进研究成果在企业生产中的广泛

应用。

缙云打造近视监测2.0版

本报讯（通讯员 杜益杰）近日，缙云县启动了2019年儿童青

少年近视监测工作，从技术保障、宣传教育两方面入手，打造近视

监测2.0版。

为更好地推进中小学生近视监测与防控工作，该县成立了工

作专班，在全县9个监测点学校均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副校长为

副组长的近视防控教育工作组。同时，组织专题培训，对学校保健

教师、班主任进行专项培训，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还实施了

护眼工程，包括强化体育课、课外锻炼和眼保健操，多样化开展体

育教学，落实近视防控课堂教学，优化各校办学条件，强化近视防

控专题宣传等。

据了解，缙云县还投资近1000万元用于全县中小学校教室照

明系统改造、课桌椅更换、体育场地维修改善、体育器材添置等。

截至目前，该县已开展近视防控讲座20场，惠及师生1.5万余人

次，发放资料3.5万余份。

浙江经贸职技院
寄出千封“理想之信”

本报讯（通讯员 裘永晓）“感觉自己穿越一样，好像回到了10

年前。“好开心，自己定下的目标实现了。”……这几天，浙江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党校的QQ群里热闹非凡，不时有学员“冒泡”分享自

己收到来自母校信件的喜悦。

此次寄出的1000余封特殊信件，会陆续抵达该校第41期和第

42期党校学员手中，这是他们10年前亲笔写下的对未来规划的

“理想之信”。“10年前对什么都充满期待，无所畏惧，阳光有活力。

现在好像对什么都没有期待感，追求变淡了，现实化了……这封

信，可以说在恰当的时候给我带来热情，让我重新点燃奋斗的激

情。”食品专业毕业生李铭胜如是说。

10年里，很多学员变更了住址和联系电话，给信件邮寄工作带

来不少困难。为确保让每个学员都能准确无误地收到信件，提前1

个月，党校就开始通过QQ、微信、邮件等方式联系学员，核对邮寄

地址。“党校举办的‘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活动真好，同学们

都很感动，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物流专业毕业生金丽丽兴奋

地说。

据了解，从2006年开始，浙江经贸职技院党校都会组织学员

写下自己对未来的目标与规划。10年后，由党校统一将这些“理想

之信”寄出，希望通过这种形式，鼓励学员们有梦想、有作为。截至

今年10月，共有6000余位学员写下“理想之信”，前后共6期学员

收到了“理想之信”。

衢州市茶产业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日前开班。这是衢州职业
技术学院依托浙闽赣皖四省边际职业培训联盟推出的首期培训，内
容包括良种选育、有机化栽培、茶艺、审评、市场开发等。图为学员
在对茶叶进行揉青。 （本报通讯员 欧阳洪萍 张晨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