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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一位同行这段时间比较郁闷，原
来他所在县教育局实施名师培养工程，他准
备了一大堆申报材料，但因为名额有限，一
个学校的单个学科最多只能选上一个人，他
最终无缘入选。我安慰他：“没上就没上
呗，我们把老师这份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他苦笑：“进入这个培养工程，教育局会给
每一位学员安排指导教师，还能参加各种高
端培训，这次没选上，我今后跟同事业务上
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后备人才评上
名师、特级教师的几率更高，而且我们那地
方，政府给名优教师的津贴很可观，以后年
收入要差好几万块钱呢！”

这位同行的遭遇至少映照了三个方面的
现实状况。一是各地对教育人才的重视，地
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名优教师的培养、
引进和奖励上舍得花钱，一定程度上营造了
尊师重教的风尚。二是名优教师的产生是有
名额限制的，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与晋级机
制，而且要经过统筹平衡的综合考量。譬如
某市要评选 100 名骨干教师，这一百个名额
各个县市区都要分到一些，然后各个县市区
的各级各类学校又要进行权衡分配，所以成
为名优教师，除了实力，还要看机遇甚至是
运气。三是晋级名师的道路颇有些“成王败
寇”的意味，一旦选上了，各种荣誉、待
遇、机会、资源蜂拥而至；如果落选，会对
教师产生不小的打击，甚至一蹶不振。

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大兴各
种名师工程、培养计划，无疑是为了促进当
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我们还是能体会到其
间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与追求经济发展增长
率类似，拥有多少数量的特级教师、名师、
骨干教师成为衡量各地、各校教育实力的重
要指标，是县 （区） 长、教育局长、校长们
的政绩所在。在此目标驱使下，很多工作都
朝着由现有评价体制框定的教师队伍的金字
塔尖的少数人发力，装点这些人使之熠熠发
光，担当起代表地区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重
任，而实际上，极少数名师的光环恰恰掩盖
了教师队伍建设中可能存在的整体贫弱问
题。这些名师还占据了太多本应为更多教师
服务的资源，大量教师成为陪衬、绿叶。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重金打造作
为一种外部奖励，从根本上说，比不上教师
基于自身能力兴趣和职业情怀的内生动力。
相反，外部奖励甚至会弱化、异化内部驱
动。这些年，各地高薪揽师、重金奖教的动
作频频，但重赏之下，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功
利、浮躁、钻营的不良风气。一些教师不自
觉地异化为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门心思紧盯着名师的金字招牌，经营各种
资源，累积可以量化的各种考核指标，将有
限的成绩反复渲染造势，包装出一个“名
师”样，其实内在还贫乏得很，其示范引领
作用发挥得也不明显。更有一些人将“名
师”作为跳板脱离教学一线，升高职、赚高
薪、博名声，远离评名优教师的初衷。

都说教育不是工业是农业。学生的成长
如此，教师的发展同样如此。标准化、数量
化、工程化以及精英取向的评价考核和培养
提升，或许能造就一批光鲜夺目撑门面的名
优教师，却可能无视或损害了教师个性化成
长应有的轨迹。

决定教育品质的绝不是金字塔尖的少数
名优教师，而是处于塔基的千千万万普通教
师，以适当的方法、措施帮助普通教师逐渐
成长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好教师，
也许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更应静下
心来好好思量的。

笔者给那位同行发了条短信：“也许我
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评不上什么名优教师，
因为名师是有名额限制的，只适合一部分教
师去追逐。但是‘好教师’是没有名额限制
的，需要每一位教育人去用心追求。”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教师）

他们眼里为何
只有名优教师

王梁

冰毒、摇头丸、K粉这些被称为“俱
乐部毒品”“休闲毒品”“假日毒品”的新
型毒品越来越多地进入青少年群体，而这
些新型毒品都披着“无害”外衣。

贵州省公安厅禁毒总队三处处长张德
胜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发现吸
毒人员中，26 岁以下的青少年比率增
加，占总数的40%左右，许多人抱着“减
肥”“减压”“试一试”的心态接触毒品。

“家长和学校缺少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张德胜说。

“无害”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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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高”喜报迎合谁的期待

这几天，高考放榜了，满世界是“状
元”“第一”“高分率新突破”“一本率创
新高”“均分占鳌头”之类的喜报，看得
多了，笔者的感受就一个词：俗不可耐。

笔者想问这些以“辉煌的高考战绩”
自我吹嘘的教育者：当你拿“状元”和前
几名的姓名和分数公开炫耀时，你是否想
到全年级还有几百上千没被你炫耀的学生
是怎样的心情？你是否安慰了未能考出正
常水准的学生？你是否知道落榜学生及其
家长心中的滋味？

目 前 的 高 考 仍 未 走 出 “ 一 考 定 终
身”，偶然性太强。拿“状元”来说，假
如全省有30万考生，其中少说也有300人
具备这一实力，之所以花落你家，一是学
生本身确实有禀赋，二是机运好，千万别
吹成“我校教育的成果”。

还有，即便是被你当作荣耀吹嘘的上
了本科一批或者本科二三批的学生之中，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如意，他们或许
因为差两三分不能进入理想学府，或许不
能进入最心仪的专业。对这些学生，最应
该做的是个别地分析情况，对其发展提出
具体建议，怎么能把在这儿读了三年的学
生当作一个个“数据”？

笔者还想问这些用“高考喜报”自我
吹嘘的教育工作者：这个“喜报”到底想
证明什么？给谁看？答案恐怕是“司马昭
之心路人皆知”：一是想通过这个“喜
报”平息未考好学生和家长的怨气——

“原来同学们都考得棒棒的，只有我拖了学
校的后腿”；二是把竞争对手 （招生有共同
范围的学校） 压下去，证明“我校”才是教
学成绩更棒的，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生源；三
是呈报给主管领导，希望领导高度赞赏“我
校”的教育成就。

其实，中学普遍对高考成绩的过度宣传
以及招生中的恶性竞争感到深恶痛绝，可同
时又挖空心思吹嘘自己贬低别人。这其中受
害最大的当属高三的普通教师，他们一方面
要追求学校专为毕业年级设置的微薄的奖赏
和荣誉，另一方面又要为创造高考中超越别
人的“亮点”而耗费精力，劳累身心。

仅以高考分数评价学校优劣本是社会上
不懂教育之人的偏见，学校自己却用“喜
报”的方式迎合这些人，而且流行这么多
年，实在是教育的悲哀，这一恶俗理应得到
革除。扬弃“恶俗”以后的学校，在得到
孩子们高考成绩后，应该由孩子所信赖的
老师一对一地，或祝贺他的努力得到了阶
段性的回报，或告诉他“你的付出得到了
运气的眷顾”，或指导他选择到愿望与分数
匹配的去处，或开导他消除因成绩不如意导
致的郁闷⋯⋯

总之，教育者应该针对学生个别化的
情况或祝福或赞赏，或激励或安抚，引领
学生把高考作为自己人生的课程来体验和
学习，从中汲取成长的营养，而绝不是一
味媚俗。

（作者系北京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吹嘘高考成绩有点俗
曹书德

高考落幕，成绩出炉。这几天，各路媒体的重要版面都被各地“状元”占据，不少学校也都扯出大量横幅，各式各样的“喜报”满目皆是，证明本校
“高考成绩再创新高”的各类数据在大大小小的滚动屏上轮番播出。学校如此热衷自我标榜，宣扬高考成绩，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动机？看似功利的行为背
后，是否也有苦衷？本期聚焦，我们选取两位业内人士的观点，以及一些网友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可以确定的是，用高考“喜报”来装点门
面肯定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暴露出的是学校
对教育极其狭隘的认识。可这种现象依然
每年按时出现，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我
并不认为学校的管理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可
他们依然这么做，显然有其“苦衷”。

首先是上级部门的行政考核让他们不
得不这样做。高考成绩无疑是上级部门考
核学校及其领导的最重要指标，“唯数据论”
的考核理念下，依据对高考成绩的分析，可
以简易而又明白无误地得出各所学校的优
劣，进而在未来各种评比和政策上给予倾
斜。如此重压之下，各个学校当然需要千方
百计寻找自己在高考成绩中的“亮点”，以最
突出的方式上报给上级行政部门。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中等以下学校表现
得尤为突出，出不了“状元”，上线率也难拔
头筹，媒体报道自然就少，最后只能“自力更
生”地“自我展示”，力争在气势上夺人眼球。

上述这种考评方式还会将压力下移，每
一个教学班、教研组、科任教师都要承受考
核压力。当前，很多省份取消了学生成绩排
名，却又转化成了对班主任、科任老师的“精
确”排名，所有教育参与者在这种评价体系
中不得不选择更有效的自我保护方式——
无论各种教学理念、教育思维讲得多响，无
论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活动搞得多有声有
色，“分比天大”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最终还
是占上风，并影响着整个教育秩序。在这种
教育秩序下，所有教学活动无一例外地指向

对应试能力的追求上，这其实也是“应试教
育大旗不倒”的根本原因。

同时，家长对学校的期待让他们只能
这样做。高考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但它依然是很多考生改变命运的重要通
道，因此，高考“喜报”就成了学校与家
长沟通的最直接方法。一方面，学校通过发
布“金榜”，可以减少未考好考生及其家长对
本校教学质量的质疑，进而降低自己教育教
学的责任承担；另一方面，学校张贴“喜报”，
最希望吸引的群体无疑是大量面临填报志
愿问题的中考考生，“以成绩说话，借以吸引
更多更好的生源来学校就读，以期‘名利双
收’”应该是很多高中学校热衷发布“喜报”
的直接原因。学校张贴“喜报”，迎合的是众
多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畸形期待，在教育业逐
步转化为“服务业”的今天，家长对学生分数
的执着追求也是当下学校片面追求考试成
绩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出于怎样的无奈，“喜报”针对的
受众并不包括本应最受重视的学生。对于
没考好的学生而言，“喜报”必然会对其造
成心理上的“二度伤害”，而对考好的学生
而言，当看到自己成为了学校的招生广告
代言人后，心中的滋味也难以言说吧？

高考本应该是学生人生的逗号，可各式
各样的“喜报”无疑将其做了“句号化处
理”，过分强调阶段性教育的功利价值，必
然会消解整个社会对教育终极意义的理解。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别将人生的逗号“句号化”
三九木

日前，有媒体报道，西北师范大学
知行学院近 500 名大四学生遭遇“被
就业”。即将毕业的学生被签约到学
生自己都不知道的用人单位，导致其
无法参加基层服务项目考试、公务员
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甘肃省教育厅
回应称“该校就业工作确实存在一定
问题。目前，已责成学校更正了毕业
生就业状态的错误信息。”

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就业率，通常
用毕业证、学位证等“胁迫”学生做“假
接收函”，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证明
自己就业了”。每年的这个时间节点，
经常出现“被就业”等现象。部分高校
热衷上演华丽的就业率数字游戏，把
就业率当成了“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把解决学生就业难的心思集中到

了就业率统计上，而不是真实地推动
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和就业渠道开拓。

不可否认，公布高校就业率的初
衷是好的。然而，如果没有科学的考
核、评价方法，再美好的愿望也可能落
空。在毕业年度统计就业率，即便数
据真实，也未必能反映毕业生真实的
就业状况。且不说学生毕业后能否马
上就业，第一份工作是否相对稳定都值
得怀疑，更何况充斥其间的“被就业”等
形形色色的数据造假。影响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因素很多，能否就业、何时就
业、如何就业及就业稳定与否，并不能
靠画杠杠确定下来。譬如，部分毕业生
放弃就业机会，一心准备考研或创业，
在短时间内虽不利于就业率的提高，但
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却不失为务实的

选择。由是观之，单纯地追求某一时间
节点的就业率，不仅不符合客观情况，
也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在国外，就业统计多采取中长期的
就业跟踪制度，通常将毕业生就业后的
职业发展情况纳入系统评价体系，综合
考量学生满意度、雇主满意度、平均年
薪等因素。通观国外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的统计工作，可见毕业生就业状况是
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业率是就
业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不能只有冷冰
冰的就业率统计。最起码，高校不能
深陷“就业率注水”“被就业”等造假困
局而不自知，更应该让人看到对毕业
生个体的关切和尊重。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被就业”折射就业率统计之弊
郭立场

陶小莫陶小莫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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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对高考喜报的反思是对的，但请
别总是从一线教育者身上开刀，因为数不清
的一线教育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着自己的
教育理想，努力在这股洪流中寻找平衡。

@尚静：喜报固然俗不可耐，可是反思
当下教育才是根本。希望有更好的综合素质
教育，而不是一味以文化课考试成绩去评判
孩子。

@弋妞的：我们这里的生源流失得厉
害，有条件的都去大城市了，如果不做点正
面宣传，当地民众不了解，相关部门也不重
视教育，那么对留下来的学生也不会有利。

@红尘一梦：公告下“战绩”未尝不
可，也算是给社会一个交代。但媒体不必推
波助澜，大肆炒作。

（焦以璇 整理）

【网友观点】

··广告广告··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公开招聘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系国家教育部门

2004年批准的上海首批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由上海外国
语大学和上海贤达投资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学校现有虹
口、崇明两个校区。开设涉及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
学、教育学和艺术学 6 大门类的 22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本
科在校生6600余人。

学校坚持以服务学生发展为己任，以传授人文与经济
相融合的知识为特色，走国际化教育之路，先后与13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 余所知名高校建立了稳固的友好合作关系。
通过学分互认、带薪实习、双学士学位和本硕连读等项目
为学生提供多种出国学习机会，拓宽国际视野，提高跨文
化交流沟通能力。

目前学校正以其崭新的办学模式、灵活的办学机制、
丰富的办学资源和内在的发展潜力，立足上海、面向全
国，积极创建有特色、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

我们热忱欢迎您的加入！

教 师 岗 位
1. 常年招聘经济类、管理类、外语类、数字媒体艺术、学

前教育等专业系主任、学术顾问。
2.计算机应用基础、汉语言、高等数学课程教师。
3. 工商管理、国际贸易、数媒艺术、会展管理、理财、会

计、商务信息技术等专业教师。
管 理 岗 位
1.基础部（思政部）主任、图书馆馆长、教务处副处长、人

事处副处长。
2.教育技术中心主任、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3.教学研究与评估、教务员、教务系统管理、教技部技术

员、网络管理、网站设计等岗位。
网址：http://www.xdsisu.edu.cn/
联系人：翟老师 联系电话：021-51278019
邮箱：rsc1806@126.com
邮寄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390号行政楼

1806室人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