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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如果没有良好的本地教师梯队和培养机制，若干年后引进

地名优教师短缺问题还将加剧。

厚植优秀教师成长土壤是治本之策

□谌 涛

眼下，各地竞相以优厚待遇引进

名优教师，比如衢州市近日出台教育

人才新政，从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

方面，出台了干货满满的举措。

优秀教师是稀缺资源，也是一个

地区、一所学校的宝贵财富。一位名

师或名校长能够发挥引领作用，与其

所在的工作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

果离开原来所在的环境，名师、名校长

的能力水平和示范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出来，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名师的价

值不仅在于其成名以后的示范作用，

更在于其成长过程中所具备的优秀教

师培养机制和对周边教师的影响及传

帮带作用。如果没有良好的本地教师

梯队和培养机制，若干年后引进地名

优教师短缺问题还将加剧。由此可

见，除了重金引进名优教师外，厚植优

秀教师成长的土壤才是治本之策。

首先，优秀大学生“引得来、留得

住”是本土优秀教师培养的前提。随

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普遍降低，城市吸

引人才更为考验细节功夫，吸引优秀

的大学生来当地从事教师事业，需要

提供必要政策支持的真招、实招。比

如，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水平，解决大学

生的居住难题，乃至关照大学生的婚

姻问题。此外，留住心才能留住人，这

需要城市既要大度，也要有温度，还需

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设宜居宜学宜业、

后顾无忧的软环境、暖环境上去。

其次，科学评价激励机制是优秀

教师成长的助推剂。就当前而言，青

年教师的水平提高和工作成效在现行

的评价机制中不易得到肯定和激

励。例如，教师的职称等级区分本应

是教师专业水平、教学、科研能力的

体现。但是因为职称评定的教龄限

制和长期形成的论资排辈思想，中

级、高级职称评定的实际标准，变成了

以工作资历为主，

业务水平为辅。

青年教师的资历

不够，专业水平再

高也很难获评。

为此，笔者建

议，对于教师应该

采用期间等效型评价方式，即设定一

定期限，教师在此期限中所取得的教

学业绩和教育科研成绩方能成为评

优、评先进的或者评价教师的有效依

据，同样的成绩不会因为教龄或职称

等资历方面的原因而在评判上有所

差别。教龄和职称等条件，都应该放

在一个合适的分量来思考。教师在

设定期限以外业已取得的成绩、获得

的荣誉也应做相应的处理。这样就

可以创造条件，让青年教师与其他职

称高、教龄长的前辈教师有同样的机

会，从而使其在青壮年时代获得鼓励

尤其是培养，使其从事教育事业的激

情得以保持，使其在最适宜成长的年

华取得长足进步。

信任和宽容是让优秀教师保持成

长信心和创新激情的放大器。教师教

育教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创造性过

程，需要长期的实践。而创造性工作

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挫折、

失误在所难免。为保证教师教育教学

的探索不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学校需

要坚持“充分信任、大胆实践、允许失

误”的原则，对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失

误与挫折，尽可能地给予理解和宽容，

在鼓励的基础上发挥教研团队的优

势，给教师提出改进建议。

优秀教师成长需要科学的教师评

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施展才华的制

度环境；需要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工

作环境；需要搭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

台，以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获得

感、幸福感。而这，正是优秀教师成长

的土壤。

消除学历歧视需要重塑“人才观”

□杨朝清

长久以来，虽然教育部门强调没有

“第一学历”的概念，但“第一学历”却成为

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讲究“第一学历”，本质上是推崇“出

身论”“血统论”，它不仅加剧了名校情结

和学历崇拜，也造成了就业上的不公。追

求“第一学历”，骨子里是一种固化思维，

意味着在高考中脱颖而出就享有永远的

红利，在高考竞争中落败就永远是无能者

和失败者。要促进社会流动，激发社会活

力，就必须取消“第一学历”概念。

“第一学历”犹如一道无形的门槛，

将不少人区隔、排除在外；“第一学历”形

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行为惯性和路径依

赖，形成了一种“文化枷锁”。一方面，追

求“第一学历”固然是一种单一化、片面

化的评价方式，却能够满足一些用人单

位图方便省事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人

对“第一学历”进行变相美化，是“名校情

结”的变种。

打破“第一学历”的门槛，不拘一格选

用人才，依然任重道远。如果不能让观念

从根本上更新、重塑，“第一学历”偏好仍

会大行其道；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

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学

历社会”正在向“能力社会”转变，如若用

人单位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通过形形色

色的办法对规则进行变通和替换，表面一

套背后一套，学历歧视也就难以根除。

“第一学历”说到底是建构了一种制

度壁垒和人为樊笼，不利于人才全面、充

分流动，不利于激发人才活力，理应纠

偏。教育部门发出声明之外，还望让相关

惩戒机制“长出牙齿”，让用人单位不敢、

不愿再人为设立学历歧视藩篱。

“强调第一学历”愈演愈烈要不得

□陆玄同

“第一学历”这个提法，本身是计划经

济时代的产物，而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表

达，局限性不言自明。但诡谲的是，这个早

该扔进历史垃圾桶的表述，如今却被一些

用人单位奉为圭臬，堂而皇之地成为筛选

人才的“过滤器”，而且愈演愈烈。

其实，“第一学历”之风愈演愈烈，已然

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诉诸媒体的很

多案例，也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与整

个社会对高学历的天然崇拜有关，也与近

年来高校扩招、学历教育注水等有关。

但不管其生存的土壤如何肥沃，对其严

厉禁止是势在必行的。如果任由这样的不

良风气持续下去，且不说与科学合理的人才

评价机制背道而驰，也会促成公众形成更加

固化的教育观念，更会让非名校的或者通过

函授自考等取得学历的人失去奋斗的动力，

造成人才浪费和人才断层。以更大视野来

看，任由学历歧视在社会中野蛮生长，戕害

的必将是国家人才培养的良田和人才继续

教育的积极性。

不管是过分强调学历，还是祭出“第一学

历”大旗设置障碍，都是固化思维的体现，这

样的用人标准，用固定的眼光全盘否定了人

的成长与进步。这种不正之风如不及时刹

住，对社会和人的改良进步都是一种无形羁

绊。学历本身代表着过去，而强调“第一学

历”更是将人才选拔的视野聚焦于过去。

要想让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要摒弃

这种自我封闭、堵塞人才成长之路的旧观

念，打破人才身份、学历类别的歧视。只要

是有才华有能力的，就要大胆起用，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干以造福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尊

重人才，尊崇学历。

消除学历歧视是提振职业教育关键一步

□李 平

现在社会上盛行的“第一学历”偏好不

但是一种歧视行为，而且带来的负面影响

极其深远。

随着“双减”政策深度推进，家长们嘴上

支持，内心又免不了焦虑。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第一学历”歧视所衍生的问题。

对于中考进行“普职分流”，只要“第一学历”

歧视仍然存在，家长们就不可能真正安心。

眼下，考公、考编、企业招聘普遍规定“第一

学历是全日制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有的

甚至要求“必须是统招本科”“本科毕业于

985、211类高校”。这对职校学生无疑是致

命伤害，因为不管他们在校多么努力学习技

能，后续考取多高的学历，在好的机会面前，

都会被这一无情的条件拒之门外。

事实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平

等、并行的两条线。未来几年，国家在教育

上的布局，一是教育均衡，二是做强职业教

育。理想当中的图景是，孩子初中毕业根

据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去选择：选学术

型的道路，那就上普高，上普通大学，拿学

术型的硕士学位；选应用型的道路，那就上

职高，上应用型大学，拿应用型的硕士学

位。两条道路没有好坏、高低之分。由此，

教育部不止一次声明“没有使用‘第一学历’

概念”，旨在引导社会消除学历歧视，实现

公平就业，提振职教师生信心。

当社会上再也没有“第一学历”歧视，

当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不再对职校生区

别对待，当大企业招聘不再把职校生的简

历弃之一边，当“技术金领”也能与普通高

校毕业生享有同等待遇，家长们才不会闻

“普职比”而色变，也才会发自内心支持“双

减”政策，安享政策红利。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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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

进行答复。答复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

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

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第一学历”被否认释放了什么信号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把动画片还给孩子

广电总局近日提出，坚决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
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画片上网播出。动画在儿童电视节目中
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当前儿童所接触的动画片中却越来越渗
透着成人世界的种种因素，儿童动画逐渐走向“成人化”。何
时能涌现大批优秀的动画作品，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王 铎 绘）

□张 明

近日，奥运冠军石智勇等体

艺名家参与课后服务的活动，引

发了社会热议与好评。笔者以

为，这是一项意在“双减”、功在

“育人”的好举措。

自2020年10月以来，国家

层面连续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的多个文件。那么，如

何创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新模式？

在“双减”契机下更好地践行

“五育”并举。“双减”在减去过重

课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的同

时，为广大学生留出了学习其他

“四育”的时间。尤其是“5+2”的

课后服务时间，学什么？怎么

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大有可

为。学生在减少学科类学习任务

的同时，必须要加强非学科类的

学习。诚如奥运冠军石智勇在直

播间勉励学弟学妹们：大家没有

必要只关注文化课学习成绩，要

去寻找自己擅长、喜欢、热爱的领

域，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只

有做好这“一减一增”，尤其是做

好“增”的文章，“五育”并举才能

真正落实。如果每一所学校、每

一个教师、每一节课后服务都能

够精心设计，创设出能增德、健

体、育美、爱劳的优质课程，那离

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美

好图景也就为期不远了。

创新体美劳教育资源供给

模式。要激发社会上各类教育

主体的活力，引导各个领域的行

业精英、非遗传承人、劳模工匠、

草根高手及符合条件的培训机

构参与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教

学活动，通过集聚高水准、精准

化、专业性的教育资源，让各种

技艺得到传承，各种文化得到传

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适合

自己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实现

符合自身天赋与心性的成长。

建设德体美劳一体化育人

模式。有人说，没有琴声、歌声、

呐喊声的校园不是真正的校

园。比如，宁波市教育局将建立

校内校外协同、线上线下并进的

体美劳一体化育人模式，新模式

以本校教师为主、校外资源为

辅，线下教育为主、线上直播为

辅开展德体美劳教育。横向引

进课程资源，建立体育、艺术、美

育、劳动教育等指导中心，对各

类资源的开发与准入、引领与辐

射进行系统设计，确保进入课堂

的各种教育资源都是稀缺的、无

害的、优质的。纵向优化培养体

系，建立特长生幼小中高一体

化、长学制培养机制，建设一批

体美劳特色学校与实践基地，让

更多孩子走向操场，走向琴桌，

走向画室，走向花木坊、木工房

等；操场上不仅仅有足球、篮球、

排球，也会有门球、手球、曲棍

球、高尔夫球等。同时让更多的

高端人力资源走向课后服务，补

充在编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真正

让教师从“学生减负、教师增负”

的困境中走出来。

构建新时代学校体美劳教育

新模式，推动各类名家进入课后

服务，意义非常之重，空间非常之

大，好处非常之多，可以说是“双

减”契机下育人模式的落地化创

新。而要将其做好，关键是要形

成共识、凝聚合力、规范操作。

“双减”契机下构建育人新模式

●加大教育科普力度，让更多的家长能够提升对教育问题的辨

析力和对教育改革的理解力，从而正确理性地看待这次“双减”的各

项举措，就能够从内源性的角度来助力“双减”政策的落实。

加大教育科普力度，助推“双减”落地

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

□朱建人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双减”工作

已经到了积极推进的关键期。事实

上，强势推进的“双减”工作究竟最后

能否取得稳定的成效，尚有许多难题

需要破解。

毋庸讳言，时下不少人对“双减”

的前景并不乐观。其中一个基本判

断是：“教辅培训市场需求这么大，哪

有可能就此收摊？”想想也是，在一个

拥有近两亿名中小学生的教育大国，

教辅培训市场的需求是不言而喻

的。假如无视这个市场需求的客观

存在，而只是一味用强制措施硬性

“减负”，则完全可能在高压态势之

下，使原本显性的校外培训行为转为

隐性的方式进行。并且，还完全可能

导致学生与家长的学业负担与经济

负担的“双增加”。

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话

题——要真正达到“双减”目的，除

了需要对各种明令禁止的项目进行

“严查”之类的管控，还应当多渠道、

多形式地向广大家长普及教育科学

知识。相对于正在实施的一些刚性

管控举措，这是一种柔性的“双减”

措施，并且，在当前形势下，这样的

措施需要以全覆盖、大力度的方式

加以推进。

要让更多的家长清晰信息化时

代教育功能观的转变，掌握终身学习

社会中教育的基本要义，了解转变学

生学习方式的基本原理与规律，知晓

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基本走向与当

下进程，明白让孩子成人与成才之间

的相互关系等，从而大幅度地减少中

小学家长对校外补课攀比的盲目性，

降低家长对校外补课行为的驱动力，

进而逐渐让学校教育回归常识，让学

生学习走向正常。

这次极强力度的“双减”行动，是

基于“民生”问题与学生成长问题进行

双重考量的。而加大教育科普力度，

让更多的家长能够提升对教育问题的

辨析力和对教育改革的理解力，从而

正确理性地看待

这次“双减”的各

项举措，就能够从

内源性的角度来

助力“双减”政策

的落实。此项工

作做好了，就能以

釜底抽薪的方式，

获得“双减”的长期效能。

毫无疑问，通过教育科学知识的

普及，和教育改革信息的及时传递，

使家长做到让孩子参与校外培训需

求的理性化与科学化，应该是破解整

个教育内卷化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必

然应该是实现“双减”目标的一项极

其重要的工作。导致学生普遍过度

学习和超前学习的成因有许多，而由

于缺乏对儿童成长规律与学习规律

的认知，一味希望通过增加学习强

度、延长学习时间来获取短期的“加

分”效果，是当下多数人的普遍想法

与做法。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以疲劳买个心

安的心态，在许多家长甚至教师的意

识中长期盘踞着。因此，真正要使学

生的学习生活正常起来，教育科普势

在必行。

当然，“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今天你不送孩子来参加培训，明

天我就培训你孩子的对手”之类耸人

听闻的广告语，以及普遍以“成功学”

为导向的社会舆论氛围，在让家长学

生不堪重负中起着推波助澜的宣传

作用。因此，如何让内行的教育工作

者去占领这些舆论阵地，让大众媒体

在教育问题上发出专业人士客观科

学的声音，这是教育科普必不可少的

一项重要举措。笔者近来看到，浙江

教育报社开通的视频号针对家庭教

育问题，连续推出多期专家谈教育的

视频，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专业媒体

的社会担当形式。若有更多的传统

大众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发挥各自的

力量，采用更加丰富的方式，一起来

做教育科普宣传，则“双减”的成效一

定会获得持续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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