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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轮岗：
这道“坎”韩国咋跃过

■张雷生

目前， 韩国教师定期轮岗制度已经实施
了40余年， 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韩国实行
中小学教师互换制度， 为确保韩国学校师资
水平和地区间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 因此， 韩国教师定期轮岗制度发展历程
及经验教训， 值得关注和借鉴。

地区教育发展失衡， 定期轮
岗制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
步伐的不断加快， 韩国城乡中小学教育发展
的差距也随之日益拉大。 学校明显呈现出一
流、 二流和三流等差异较大的不同层次。 除
了学校硬件差距较大外， 学校间师资力量和
水平更是严重失衡。 岛屿、 偏僻地区及农
村、 渔村等边远偏僻地区学校教师的水平较
差， 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教师的水平则比较
高， 另外， 加上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 学校
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 边远偏僻地区教师都
千方百计地调动到城市学校， 导致教师单向
向上流动的现象比较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消除学校间差距、 保障入
学机会均等， 着手限制学生任意择校， 并开
始大力推行均衡、 标准化的“平准化教育”，
力图促进中小学教育质量在达到标准、 均衡
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公平。 1967年， 韩国
颁布了《岛屿及农村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
该法明确规定， 国家对这些地区要优先支付
所需基本办学经费。 其中， 一个核心问题就
是着力提高岛屿、 偏僻地区及农村、 渔村等
地区学校教员水平。 为此， 政策举措之一就
是学习借鉴别国的教师定期流动制， 以促进
校际师资的均衡配置。

教师的流动区域方面， 主要考虑流入
和流出学校两地间的距离、 交通等地理条
件以及文化设施配套程度等要素， 宗旨和
原则是尽量保障满足教师的居住地或者希
望工作的区域等要求。 为此， 韩国 《教育
公务员任用令》 规定： “为防止任用者或
任用提名者所属教育公务员在同一职位或
地域上长期工作而引起懈怠， 通过实施人
事交流计划， 来有效履行教师的工作职责。
所有教师在一所学校连续任职2至5年， 都
必须在本地区内的学校间流动换班。” 以此
为标志， 韩国的教师定期轮岗开始步入制
度化发展轨道。

结合本国教育实际， 制度日
趋规范和完善

自从实行教师定期轮岗制度以来， 韩国
中小学教师定期轮岗的操作程序既注重满足
学校师资均衡配置的需要， 又充分尊重教师
流动的意愿， 做到了流动过程科学、 有序、
规范、 公平， 其主要内容如下：

在流动区域范围方面， 韩国教师流动制
度的具体制订和实施由各道教育厅负责， 这
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教师管理权限相一
致。 因此， 在安排教师定期轮岗时， 首先要
考虑其居住地的方便性， 一般不会安排教师
流动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教师流动轮岗的范
围也相应地限于本地区即道和广域市行政区

域内 （相当于我国的省和直辖市） 的学校，
一般距其居住地不会超过90分钟的车程。
如果超出90分钟车程， 道教育厅要给予教
师相应的安家费以及住宿和生活补贴等福利
待遇。

不过， 为了促进城市与岛屿、 偏僻地区
及农村、 渔村等地区学校教师质量水平的均
衡发展， 韩国政府规定， 给岛屿、 偏僻地区
教师优先进修培训的机会， 并由地方自治团
体支付进修培训所需经费。 同时， 政府要求
新进教师首先必须在岛屿、 偏僻地区及农
村、 渔村等边远偏僻地区学校任职， 然后才
有机会通过参与定期轮岗流动到城市学校。
为了鼓励教师流动到农村偏远地区工作的积
极性， 韩国政府还规定按照地区级别对不同
地区学校工作教师支付岛屿、 偏僻地区津
贴。 例如， 对偏远地区学校的教师每月支付
10万韩元的住宅补助津贴。

在流动年限方面， 政府规定， 每隔2至
5年， 教师都要在本地区学校之间进行调动
换班， 以保证各学校之间特别是城乡学校之
间师资水平的均衡发展， 避免城市教师过剩
而边远地区师资缺乏的现象。 一般而言， 韩
国教师每隔2至4年就要在本地区学校之间
流动换岗一次， 以确保城乡学校教师资源的
均衡配置。 然而， 韩国中小学教师流动的年
限在全国并不统一， 具体流动政策由各道和
广域市教育厅结合本地区实际予以调整， 而
且每年都要调整， 从而确保各校师资均衡配
置。 例如， 韩国大邱市规定中小学教师4年
须流动一次， 而庆尚北道规定的流动年限为
5年。 原则上， 专业性比较强的教师岗位以
及校长、 校监的工作调动在每年的3月1日
和9月1日两次实施， 而普通教师的工作调
动在每年的3月1日实施。

制度设计以人为本， 根源上
杜绝政策漏洞

韩国定期轮岗具体实施流程方面， 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 每年由各道和广域市教育厅根据
本地各校教师余缺具体情况制定和发布教师
流动轮岗计划。 在一所学校任职达到规定年
限而要流动的中小学校长、 校监和需要参与
流动的中小学教师， 由本人先提出申请材
料， 表达流动意愿， 每人可以向所在地区教
育厅申请4所愿意去工作的学校。

其次， 政府部门负责计算教师的流动分
数。 流动分数是韩国对教师近年来工作经历
和业绩的综合评价， 也是教育主管部门考虑
是否满足该教师流动意愿的主要依据。 流动
分由工作经历分数、 工作业绩分数和特殊加
分分数构成。

具体而言， 工作经历分数包括一般经历
分数和特殊经历分数。 经历评定依据是每位
教师的人事记录卡。 一般经历分数由地区分
数(不同地区学校有不同地区分数， 这由各
道教育厅规定)� 乘以教师任教年限而成，
特殊经历分数是指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 从
事特殊教育或超工作量的得分。 工作业绩分
数由考核分数和另加分组成。 考核分数是教
师的年度工作评价， 由学校考核打分， 分为
优、 良、 合格和不合格。 学校或教师本人受
到上级部门表彰奖励的， 教师可获得另加分

（由集体实绩分数、 研究实绩分数和褒奖分
数组成）。 集体实绩是学校获得国家或地区
以上集体综合荣誉， 研究实绩是和教师个
人、 学校在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学科竞赛中
获奖， 褒奖是教师个人受总统、 教育部长和
校长的表彰。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特殊加分指对有特
殊教育经历或者专业特长的教师， 在评定时
把这些经历或特长换算成相应分数， 作为该
教师晋升评定分的一部分。 加算分制度分为
全国共同加算分和地方特色选择加算分。 例
如， 教师到教育部长指定的研究学校工作或
者在国外教育机关工作等， 全国的加算分标
准一样； 在偏远地区、 特殊学校任教或者获
得国家技术资格证等， 根据所在地的加分标
准进行计算。 另外， 教师有下列3种特殊情
况之一的可以获得加分： 家里有70周岁以
上父母； 配偶曾是教育公务员但现在已经死
亡； 配偶没有工作并且有孩子需要抚养。

再其次， 由道和广域市教育厅决定流动
学校。 道和广域市教育厅主要根据教师流动
分数， 同时考虑其居住地和个人意愿来综合
决定教师流动的学校。 韩国中小学教师分为
校长、 校监 （相当于副校长， 但又和一般意
义上的副校长不同） 和教师。 道和广域市教
育厅主要根据教师流动分数， 同时考虑其居
住地和个人意愿决定教师流动的学校。 对校
长和校监流动安排则有所不同， 他们流动到
哪所学校并不根据流动分数， 而是由道和广
域市教育厅根据他们的教育经历、 工作实
绩、 居住地、 教育需要， 同时考虑个人意愿
等因素综合决定。 不过， 韩国中小学教师的
定期轮岗也有特例， 不搞“一刀切”， 而这
正是该项制度获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譬如，
韩国教师流动政策规定， 学校有体育竞赛、
科学教育、 英才教育等办学特色， 教师具有
特长并有工作实绩， 校长需要教师留任， 教
师可以提出申请， 经道和广域市教育厅长官
批准可暂不流动。 另外， 如果夫妻双方都是
教育公务员， 其中一方已经在艰苦地区工
作， 其配偶也可以不流动。 再就是父母、 配
偶、 子女或自己精神、 身体有残疾的也可以
不流动。

最后， 韩国教师定期轮岗的义务性以切
实保障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为前提。 为此， 韩
国政府先后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配套鼓励和
补偿措施， 作为保障教师定期轮岗政策的配
套措施。 譬如， 韩国法律规定公立学校教师
属国家教育公务员， 并确保其工资待遇比其
他行业公务员都高。 而且， 韩国教育部规
定， 教师无论轮岗到哪所学校任职， 经济待
遇及各项福利都是一样的。 同时， 韩国政府
还制定了其他政策法规来确保对流动教师进
行利益补偿。 总而言之， 参与定期轮岗教师
的个人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 韩国教师
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 愿意服从教育
主管部门的统一调配。

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定期轮岗制度比较
完善且操作相对科学公正， 很少有韩国教师
对流动制度表示不满。 如今， 韩国已基本消
除择校现象， 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就近入
学。 不过， 美中不足的是， 部分地区教师流
动年限过短， 致使教师频繁流动而影响了教
育工作的连续性。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英国： 高校就业率回升
近日，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公布

了2012至2013学年高等教育毕业生
去向统计数据。 该统计主要针对全日
制高等教育第一学位毕业生， 调查时
限以学生毕业之后6个月时的就业或
就学状态为取样时段。与2011至2012
学年的同一统计相比， 毕业生就业率
上升，失业和升学的比率下降。

据悉，共有24万多名毕业生参与
了本次调查。其中，17.26万人就业，占
总数的70.7%； 继续学习的有4.15万
人， 占17%； 失业者为1.9万人，占
7.8%；其他1万人（占4.4%）则在旅行
或从事其他活动。 在就业人群中，
39.2%找到了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工
作，18.3%签订了固定期限的工作合
同，3.4%的人成为自由职业者，2.2%
成为企业的培训生。

据同期的 《泰晤士报》 报道， 6
月英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比去年同
期增长5%， 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
两倍。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蔡弘）

欧盟： 近97%初中生学英语

据日本亚欧经济情报官网报道， 近
日，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 欧盟28个成员国中平均有96.7%的
初中生外语为英语。

除了英语， 初中生作为外语学习最
多的是法语， 比率达34.1%。 居第三位
的是德语 （22.1%）， 而西班牙语虽然排
在第四位， 但其学习率的增幅在上述四
国语言中最高， 由2007年的7.4%增长到
2012年的12.2%。

按国别统计， 丹麦、 德国、 意大利、
马耳他、 瑞典5个国家初中生的英语学习
率达100%。 此外， 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超
过了90%。 相反， 初中生英语学习率最
低的为比利时， 仅为45.9%， 其次为卢
森堡(54.4%)、 匈牙利(62.6%)等。

据悉， 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政府都
认可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欧盟虽然有
24国语言为欧盟官方用语， 但是， 在
欧盟区域内也有学习和使用其他地域土
著语言以及来自欧盟区域外移民母语的
情况。

（王英斌 编译）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
定关于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
革 部 分 提 出

“校长教师轮
岗”， 今年9月
初， 教育部等
三部委联合印
发了 《关于推
进县 （区） 域
内义务教育学
校校长教师交
流 轮 岗 的 意
见》， 如何让
教师科学、 合
理、 有效地轮
岗成为近期社
会热议的焦点
之一。

韩国从20
世纪70年代开
始试点教师轮
岗改革， 如今
已经形成了稳
定的教师定期
轮 岗 互 换 制
度， 值得我们
借鉴。

———编者

国际观察

环球快报

域外学校

哈佛大学是一所有自己独特教学和科研方式的学校， 甚至其学术假期和教学
周期都与众不同———

哈佛大学：
行走在自由与规范之间
■沈成飞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 哈佛大学也
是一所有自己独特教学和科研方式的
学校， 甚至其学术假期和教学周期都
与众不同。 作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笔者有机会现场感受哈佛大学的课堂
教学和学术研讨， 感触颇深。

课堂教学异常“严酷”
哈佛大学的课堂主要有两种类

型， 第一是演讲课 （Lecture）， 第
二是讨论课 （Seminar）。 哈佛大学
第二类课程———讨论课更多。 由于
讨论课学生一般都在10人之内， 他
们的任务很重。 在这里， 学生是课
堂的主体， 要充分参与到讨论和教
学当中。 连我们这样的旁听者， 都
受到过老师当场或邮件的“发言提
醒”。 在一门由讴立德和宋怡明教授
合上的“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法”
的课堂上， 让我们见识了哈佛大学
课程的“严酷”。

这门课每周一次， 每次3个小
时， 从下午一点到四点。 课程只开放
给有一定中文功底的学生选修。 在课
堂上， 学生要随时准备参与翻译中国
文献， 包括对中国朝廷的圣旨和奏折
原文进行解读和英文翻译， 并随时准
备应付两位老师针对文献内容提出的
追加问题。 课外， 学生要完成每周作
业。 在这门课程中， 每位学生都要做
半个小时的主题报告， 参与制作课程
网络资料。 课程的时间和强度， 让我
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都有些难
以承受。 课程的难度， 尤其是解读中
国古文献的难度， 即使是中国本科生
亦未必能够应付自如。

当然， 这门课程有数量惊人的网
络资源做支撑， 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
题的网络资源库都添加在课程网站
上， 大量工具书、 资料可以下载和阅
读， 而有些字句已经做好了英文翻
译， 置于课程网站。

学术交流的自由与“纪律”
伴随中国强大的是西方对中国研

究的兴盛。 在哈佛大学， 中国学研究
阵容庞大、 阵地众多、 资料丰富。 因
此， 在哈佛大学， 有关中国问题的高
水平学术讲演和研讨会数不胜数。

访学期间，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共十八大： 中国
政治的过去和现在” 国际学术研讨
会， 并以此纪念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
教授荣退。 会议的流程和氛围亦给我
颇多感触， 具体如下：

第一， 会议议程一项不变， 发言
者一人不改。 这次会议邀请了包括美
国、 加拿大、 新加坡以及中国的30
多位专家。 在会议进行期间， 我对照
一月前印发的会议议程发现， 从会议
主席、 分阶段主持人、 点评人、 演讲
人等29人中， 最后居然没有更换一
人， 没有缺席一人， 没有调动一人。
整个会议就像是电脑程序一样， 设置
好了就再也没有变化， 具有高度的

“纪律性”。
第二， 会场不分座次， “没大没

小”。 整个会场大概可以容纳两百人， 分
成三纵列， 两边小， 中间大。 会场没有
固定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的姓名 （发言
台除外）。 留座集中于左边纵列而非前排
中间。 常见鹤发童颜的长者坐在最后面
的旮旯里面， 甚至席地而坐。 会议的主
角———麦克法夸尔教授也一直坐在最后
一排。

第三， 会议提问环节很长， 不问出
身。 每一小段会议之后， 主席都会留下
很长的时间给听众提问。 每当这个时候
提问特别激烈， 根本用不着鼓动。 大到
耄耋老人， 小到看似中学生的小女孩人
人争先。 上个环节刚讲完的嘉宾也经常
来抢话筒。 所提问题五花八门， 回答者
也是畅所欲言， 甚至主席台上的发言者
常常先自发“内讧”， 现场气氛热烈。

第四， 招待会不招待， 茶歇人不歇。
一整天的议程结束后， 会议组都有一个
招待会， 中间有茶歇， 这些活动都是在
走廊大厅里举行。 两天的招待会都有内
容， 第一天的主题是感谢麦克法夸尔荣
退的集会， 第二天是给麦克法夸尔过生
日。 这两次宴会和中间的茶歇给我最大
的感受是， 简单而随意， 时间漫长而海
阔天空。 与会者在茶歇和招待会上讨论、
争论， 往往会持续一两个钟头。

低年级本科生“很受宠”
哈佛大学本科生最令人羡慕。 哈佛

大学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录取本科生大
概2000名。 说哈佛大学本科生是大熊猫
不算过分， 尤其是一年级本科生， 可谓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一年级的学生宿舍在哈佛大学校园
中心位置， 旁边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行
政中心大楼。 这里只允许哈佛一年级的
学生居住， 二年级以后就要搬到稍远的
宿舍去了。 在宿舍楼里， 大概每30名大
一新生会有一位博士候选人作为他们的
生活、 学习指导并陪他们一起居住， 他
们随时交流沟通， 发现、 解决新生入学
的生活和学习问题。 此外， 6个大一新生
还有一个高年级指导学长， 指导他们的
学习交流。

作为私立学校， 哈佛大学学费很高，
与之相应的是其奖学金基本可以解决学
生的后顾之忧。 哈佛大学校园里的兼职
机会也基本是为本科生预留的。 包括燕
京学社为其访问学者聘请的助理， 也要
求必须是哈佛大学学生才能应聘。 学校
所有饭厅为学生就餐打折。 其中， 大一
学生有专门餐厅。 该餐厅只允许大一新
生用餐， 学校发给他们免费就餐卡。

当然， 学校也为本科生的校外生活
和学习创造了很多条件和机会。 不同专
业的学生经常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 一
位二年级本科生告诉我， 因为她修了西
班牙语课程， 就有机会去西班牙交流，
而且因为参加一个研究缅甸问题的兴趣
小组， 几个组员正在计划在假期去缅甸
考察。 这些活动都是在学校的财力支持
和协调下完成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副教授）

由于定期轮
岗制度比较完善
且操作相对科学
公正， 很少有韩
国教师对流动制
度表示不满。 图
为韩国总统朴槿
惠与小学教师座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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