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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神
化
清
华
北
大
是
教
育
发
展
的
逆
流

□熊丙奇

一所重点中学，如果没有

一名学生考进清华、北大，这所

学校的校长就在当地抬不起

头。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领

域，考进“清北”的人数，在不少

地方成了评价顶级高中的唯一

指标。

一名学生，只要考进清华

或北大，就不再是“普通人”，是

学校的“高考英雄”，是所有学

子膜拜的偶像，还是当地教育

的荣光。

诸如此类神化“清北”的现

象，在我国日益突出。这不但

直接加剧了基础教育的应试竞

争，破坏了地方教育生态，而且

成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焦虑之

源。如果继续这种做法，不管

我国怎么扩大教育资源，都无

法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要重

建我国教育生态，就必须遏制

神化“清北”。

在分析我国学生的应试压

力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优质教

育资源匮乏造成的。可问题

是，相比20年前、30年前，我国

的高等教育资源已经丰富许

多，为什么目前的升学竞争比

二三十年前还激烈呢？一位中

学校长告诉我，最近几年，评价

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只看上清

华北大的人数，因为重点高中

的一本上线率都差不多。他

说，当地主要领导来学校视察，

对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并无什

么兴趣，常常直接问：“能考几

个清华北大？”这带来的结果

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就想着怎

么让学生考进清华北大，有的

还给考进清华北大的学生树碑

立传。社会舆论也加入到神化

“清北”之中，认为考上清华北

大就是“教育成功”“人生赢

家”，培养自己的孩子进清华北

大，成为千万家庭的梦想。

神化“清北”，其实让清华北大的学生也

受不了，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做普通人，不能

从事普通人从事的职业，否则就是“失败”。

而现实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很多就是

普通人，他们没有那么神奇，不是大家想象

中的百万年薪工作随便找。然而，在神化

“清北”的舆论中，很多人对此选择无视。最

近，深圳一高中招聘教师，20位新聘教师中，

有19人是从清华北大毕业的，令舆论哗然。

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清华北大毕业的要去中

学当普通教师呢？

高等教育只有多元发展，才能拓宽学生

的选择，由此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而把一

两所学校神化，则必然矮化其他学校，使学

校等级化。在把学校等级化的教育环境中，

不管怎么发展高等教育，社会都只会关注

“最优质”的、处在顶端的学校，这也就是我

国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0％，升学竞争却日益激烈。

神化“清北”危害如此之多，笔者呼吁，

地方政府不能再以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来考

核学校的办学质量。国家层面也需推进消

除学校身份、等级的改革。我国新高考改

革，已经明确取消高考录取批次，以促进学

校在招生中平等竞争。神化“清北”显然与

消除学校身份、等级的改革背离。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从根本上

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破除唯升学

论，就要从遏制神化“清北”做起。

□本报记者 林静远

打开网站，点击“名师在线”，近日
诸暨市城西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章

勋辉登录学校的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开

始业务学习。今年上半年，该校在校

园网上搭建了思政教育网络课堂，分

为理论与形势学习、名师课堂、教学交

流等板块，供思政教师业余自主学

习。章勋辉说：“我以前是语文教师，

转为执教道德与法治课虽已6年了，

但业务能力还需要很大提升。网站给

了我很多‘养分’，助我一臂之力。”

记者从省教育厅教研室了解到，

当前我省小学和初中基本没有专职思

政教师，道德与法治课大多由其他学

科教师兼任，或者像诸暨市城西小学

一样由各学科教师转型而来，对思政

课专业研究不够深入。高中虽有专职

教师，但如何把握新教材，也面临着新

问题。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教师只有不

断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才能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为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前不久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发文

的《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学校提

升思政教师的业务能力提出了具体

要求：健全专题培训制度，加强中小

学思政课统编教材教法培训，引导教

师准确把握不同学段思政课课程目

标；健全中小学思政课老中青教师传

帮带机制，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

全省搭建培训平台
为提升思政教师的专业能力，促

进他们不断更新知识储备，适应新时

代要求，近年来省教研室为思政教师

搭建培训平台，开展各项教研活动。

“2011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

教师培训计划，建立了‘浙江省中小学

教师培训管理平台’，包括思政教师在

内的所有教师通过网上选课、线下培

训的形式学习，5年完成360学分的培

训。”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庄华洁

还透露，专门针对思政教师的专业培

训计划也即将出台。

10月底，省教育厅面向全省高中

思政教师组织的一场90学时培训在

宁波大学举行。12天里，高中思政教

师“恶补”了一次法律知识。教师围绕

教材《生活中的法律常识》知识点，联

系生活，走进宁波海曙区法院，聆听

《青少年犯罪的矫治、预防及校园伤害

纠纷》讲座，观看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

案件庭审实录。此外，他们还聆听了

宁波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开设的讲座，

内容都是围绕《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展

开的。新昌县知新中学思政教师杨嘉

安说：“现在高中很多思政教师缺乏专

业的法学背景，而这本教材是新高考

后选择思想政治科目学生必考的内

容。这次培训，教授结合具体的生活

案例，给我们补习了很多法律知识。”

省教研室推出新课程关键问题

解决专题研训已有10多年了，每年

举办一次，组织全省思政教研员和思

政骨干教师开展专题教研活动，聚焦

思政教学的热点和难点。这样的活

动能引领教师把握课改方向，探索解

决实际问题的办法。10多年来，省教

研室开展过思政课教材的把握、教材

的解读、教学目标的设计和达成等专

题研训。去年，省教研室组织了“聚

焦课程标准，共话核心素养”的专题

研训。当天，3名省特级教师展示了

示范课。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教师陈

迎春带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一课。他通过“历史名片”

“今日名片”“未来名片”设计“回头看

历史，探寻复兴之路”“感悟变化，探

讨时代特征”“畅想未来，探究主要矛

盾”三个环节，串联起了个人梦和中

国梦。

学校发挥名师作用
提升思政教师的专业素养，校本

培训也同样重要。湖州市第二中学的

省特级教师张建庆为学校的15名思

政教师组建了微信群和QQ群，用于

业务交流。张建庆经常上传专家讲座

的视频，组织教师交流学习。他也会

发布一些关于学习新课标、新理念、新

教材的专题内容，组织教师交流讨

论。平时，教师有对教学的疑惑，也可

以随时交流。近期，张建庆开展了一

次有关围绕课堂教学转型的讨论。他

说：“传统的课堂，教师的主导地位比

较明显。新课程改革后，我们强调议

题式教学，教师和学生共同围绕一个

话题开展讨论。在课堂上，我们组织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讨论；在课堂

外，我们则结合实践活动。”

当前，我省还有不少思政教师利

用微信群交流业务，有的还通过网络

录制课程，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教学心

得，为其他教师提供参考。接受采访

的思政教师说：“通过网络能实现资源

共享，教师也可以反复播放名师授课

的视频，方便快捷。”

嘉兴高级中学副校长、省特级教

师潘新华在之江汇开设了网络名师工

作室。“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

活”“生活与哲学”等必修课程中有不

少知识点，学生难以理解。对此，潘新

华开发了“经济生活重难点校本化处

理”等多门微课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帮助学生理解。比如法律里有很多相

近的名词，他就开设了“辨析法律名词

中的‘孪生兄弟’”。经济学中涉及一

些数学知识，他就开设了“高中经济学

常见系数与曲线”等。目前潘新华及

其工作室成员在之江汇里结合教材中

的重难点、主题拓展等方面开发了

300多个微视频，在提升本校思政教

师业务能力的同时，也把优质的资源

分享给了校外教师。他说：“观看视频

后有疑问的，都可以通过在线留言，我

为他们答疑解惑。”

□本报通讯员 范少杰 刘惠震

“这样一个凉爽的早晨，我们却要

讨论‘全球变暖’这个奇怪的话题。”11

月11日上午，衢州第二中学的周一国

旗下讲话，面对该校师生，诺贝尔和平

奖获得者拉杰德拉·山地（Rajendra

Shende）开始了主题为“应对气候变

化”的演讲。

山地先生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核心专家、2007年度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环境高级智

库—地球政策中心主席、守望地球国

际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

“气候变暖的问题已经升格为全

球危机。”山地先生向学生介绍，很长

一段时间内，人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危

机主要是矿物燃料加速了二氧化碳的

排放，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继续

增加。节能减排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

与，山地先生希望衢州二中学生多关

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勇于担当，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问题？”“您对生物第六次大灭绝有

什么看法？”“我们的智慧是否能改变

气候危机现状？”“据说印度政府将于

2025 年取缔传统能源汽车，您有什

么看法？”围绕各自关心的气候变化

话题，衢州二中学生主动与山地先生

讨论。

衢州二中校长潘志强和山地先生

就加入气候坚冰学校校际合作计划达

成了合作意向。“绿色低碳的深层实质

是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这种尊重和

敬畏同时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潘

志强表示，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绿色

低碳生活的倡导者、宣传者、实践者，

将“绿色低碳”理念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用实际行动保卫地球。

编红色教材
引领童心向英雄

本报讯（通讯员 周 蓉）结合新近开发完成的校本

教材《童心向英雄》，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小学教师傅彩霞

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述了抗日英烈、校友吕公良的故事。

开化是浙江省第一批革命老根据地县，是闽浙皖赣

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化大地到处都留下红色

革命的足迹，学校的老校址曾是陈毅带着新四军集结的

所在地。近年来，学校借助这一特色，积极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学校的文化墙上，描绘了革命英雄故事的儿童画，

各中队也以6位开化本土英雄人物命名。教师编写了

《红色之旅》等德育教材，内容多与当地英烈有关。此外，

学校还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参加省红色故事会等活

动。今年“九一八”，该校师生还创编了一部《铁军缘》情

景剧，讲述发生在当地的抗战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王永
生）近日，来自慈溪市观海卫

镇卫山学校的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小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

由该镇成立的“民族之家”党

群服务中心组织的艺术公益

培训活动，体验了一回艺术的

魅力。

为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圆艺术梦，今年9月该镇投

入100万元专项资金，发动社

会力量，面向当地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较多的学校开展艺

术公益培训。这学期，“民族

之家”推出了“绘出精彩，画

出童年”“读小荷，写一生”等

活动，共有 60 名学生免费参

加学习。

百万资金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艺术梦

本报讯（通讯员 屠红良）
近日，湖州市的“心享吴兴”

教师公益团走进当地朝阳街

道，为社区居民提供青少年

家庭教育、心理辅导等服务

项目。

据了解，该公益团组建于

2016年，现有志愿者218名。

这些教师来自吴兴区47所中

小学。组建至今，他们已组织

了119项教育公益系列活动，

受益人数达7419人次。活动

中，每三位教师组成一组，结

对一户家庭，为他们提供个性

化的服务。此外，教师也为学

生策划了各项活动。他们带

领社区学生开展研学活动，组

织夏令营和冬令营。

近日，长兴县虹星桥镇中心小学联合该县邮政
管理局开展“快递盒‘变废为宝’倡环保”活动。学
生在快递员的指导下，利用废弃的快递包装盒制作
了创意环保工艺品。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动动手变废为宝

11月11日，德清县二都小学学生走进当地治水实
践体验馆，通过影像沙盘等内容，感受家乡治水成就。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双管齐下提升思政教师专业能力

视点第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话衢二中学子

教师组建公益团队服务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