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16年9月1日 星期四 02主编：张树伟 编辑：焦以璇 杨国营 设计：王星舟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据报道，日前有家长在上海七
宝外国语小学门口举起写有“请把
吴校长还给我们”的标语牌。事情
的起因是，有网传“七外开学之际
闪电换帅，名校长‘被下课’”。
说的是年近八旬的吴瑞莲老校长卸
任。从校方发布的信息看，吴校长
卸任、新校长上任已有一个学期，
此时发生“举牌”事件颇耐人寻
味。家长无权决定学校校长的去
留，在公共场合用聚众举牌的方式

表达诉求，显然不妥；要表达愿望，
可以通过合理合适的途径进行。

在现代学校中，家长“干预”学
校事务难以避免，其中以“择师”最
为常见，但通常是无谓之举。其实，
好的教育一定是建立在师生互相信
任、欣赏的基础上。所以，家长的明
智之举是和学校、老师结成同盟，而
非互相拆台，面对学校“换帅”，更
应理性看待。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这是在强调校长的重要性，但不意味
着有一个“好校长”就一定能建成

“好学校”，更不意味着校长可以包打
天下。由于当前中小学校长的专业
化、专门化程度不高，校长大多是从
课堂上走出来的优秀教师，遴选途径
较为单一。然而，优秀教师不见得能

成长为优秀校长，而优秀校长也不一
定非得是最优秀的学科教师。校长的
素质要求与普通老师不尽相同，优秀
校长眼下仍然是短缺的优质资源，因
此才会受到家长们的格外重视。而类
似的“换帅”风波，则给校长队伍建
设提了个醒：校长专业化势在必行。

须知，好校长不是天生的，一定
是与好学校同步成长的，与学校相互
成就。好校长首先应该是好老师，是
教育内行、教学能手，深得师生信任和
社会好评。很多知名校长，都是在学
校出现困难或遭遇发展瓶颈时被破格
提拔赴任的，深耕多年才引领学校达
到新高度。这当中，其个人能力和人
格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绝
非唯一因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今天仍然活跃在教育战线上或依

然有很大影响力的知名校长，大多在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
走上校长岗位，并任职 10 年以上。为
什么这一段时间造就了一批名校长？
因为这是中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年
代，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而他们的教
育思想则是一个时代的教育印记。

因为校长的地位特殊，人们很容
易得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的结论，也很容易用其职业生涯
巅峰时的光环遮蔽其艰辛的成长历
程，校长的个人作用不免被夸大。出
于对名校长的尊重和价值肯定，从而
进一步发挥其行业引领作用，一些地
区出台了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特别
是在实行校长职级制的上海，两年
前 ， 特 级 校 长 基 本 延 长 到 65 岁 退
休，个别的达到了 70 岁以上。应当

说，这不是个好现象，对学校的可持
续发展未必有利。

名校长的管理经验和教育思想是
一笔宝贵的教育资源，要烛照更多的
学校而非将其拘囿于某个校园。要基
于校长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对名校
长的职后生涯做科学的制度安排。一
个具有崇高职业精神的校长固然不应
当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懈怠思想，
但从学校大局计，应客观看待自己的
进退。毕竟，没有人不可以被替代，江
山代有才人出，不必恋栈。当然，对年
轻干部可以“扶上马送一程”，给其留
足时间，这样更有利于学校教育事业
的稳定过渡和传承。总之，学校“换
帅”再自然不过，不妨理性视之。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校长）

学校“换帅”不妨理性视之
姚跃林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各地
中小学日前相继开学，记者调查发现，河南
郑州很多中学在开学前后，都会对学生进行
不同形式的摸底测试，然后根据学生成绩情
况进行分班。从小学到高中，各个年龄段的
新生分班都有自己的“规则”。

这年头在教育方面的竞争，总让人感觉
“无极限”：有拼爹、拼房以期选择一个好学
校的，有“虎妈狼爸”努力“拼娃”的，如
今又出现了拼人情、拼成绩只为分一个心目
中的“好班”的。

这种疯狂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原因，
比如一些学校设尖子班、重点班，人为制造
教育资源不均；但在很大程度上，家长的过
度焦虑也是问题。以媒体的报道来说，中小
学的分班多是随机的，但是家长非觉得里面
有猫腻，进而采取托关系送礼等手段去干
预，结果破坏了教育生态。

从学生的发展来说，一般情况下，给学
生分班多数是按照性别，结合学生的个体能
力等进行。人为的干预，打破了分班的规
律，导致男女比例失衡，班级学生的差异性
被抹平。

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过多家长的干预，
导致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向一两个班级倾斜，
形成所谓的“好班”“尖子班”，这样既不利
于教育资源的均衡，也导致任课教师的不
满，不利于教师积极性的提高，有违教师绩
效考核的公平性。

素质教育之下，“以人为本，尊重孩
子”成为主流的教育理念，这就要求家长
不能过度聚焦于孩子的分数上。面对日益
多元的人才发展方式，家长要做的不是拼
钱、拼关系，而是改变自己落后的教育理
念。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家庭、学校、社会
之间的共育关系，不要过度干预学校的教育
思路和规划。

在大自然中，多元的生态更有利于物种
的生长和进化，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合适
的性别比例，不同能力的学生群落，差异化
的教学方式，更利于孩子的综合素质的培
养。人为制造“尖子班”“好班”，导致的是
教育生态的失衡和学生个体发展的单向度。

开学分班的焦虑如何疏解？首先，身为
家长，为孩子的成长减压是应尽的责任。当
然，疏解家长的分班焦虑，也是教育者的责
任。与家长有效地沟通，有利于家校共建，
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应该意识到，开学分班焦虑一定程度上
源自管理部门对择班问题关注不够。一些学
校对国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小学设
重点班的禁令执行不到位。因此，学校要严
格遵循相关规定外，应该通过阳光操作等一
系列措施，消除家长的这种择班、择师焦
虑。据媒体报道，今年秋季入学，济南在
2015 年实现“零择校”的基础上，全面实
施“零择班”：学校先是通过“蛇形排列”，
或者是电脑派位对学生按照性别比例、学业
水平等实现随机分配，然后班主任通过抽签
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班级。而所有这些都是
在媒体代表、家长代表、社区民警参与监督
下完成。分班结束后，分班信息被打印成一
式三份，一份给班主任，一份班主任签字后
在公示栏公示，一份送交教育局存档。分班
结束后，任何人都无法再进行调整。明确的
禁令之下，加上阳光的操作，家长自然不会
再焦虑。

分班焦虑的形成有着太多的历史和人为
因素，而教育也绝对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
它需要家长和教育部门各司其职，也需要双方
相互影响，更多沟通。只有这样，教育在理念和
操作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精进。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疏解分班焦虑
不能只靠家长自觉

刘义杰

要发展学校美育就必须
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而建立
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推进机制，
就要致力于解决学校美育存
在的“三重三轻”问题。

教育部日前与北京、江苏、福建、
山东等 8 省（市）签署学校美育改革发
展备忘录，旨在推动中央部门和地方
政府构建上下联动、统筹整合、协同
推进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工作机制。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下文简称《意见》），要求加强美
育综合改革，统筹学校美育发展，促
进德智体美有机融合。这次教育部
和地方政府签署备忘录，是对《意见》
的具体落实。

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学校美育
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些地方和学校对

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重应试轻
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
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的现象仍然
存在；资源配置不达标，师资队伍仍
然缺额较大，缺乏统筹整合的协同推
进机制。因此，要发展学校美育就必
须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
革。而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协同推进
机制，就要致力于解决学校美育存在
的“三重三轻”问题。

笔者以为，应该从上至下调整对
学校办学的评价，不能再以升学率和
学生的分数，评价一所学校办学的好
坏。我国学校教育之所以存在重应
试轻素养的问题，主要是受“唯分数
论”的升学评价制度影响，与升学无
紧密关系的科目被边缘化。一些地
方和学校在配备教师时，最先满足的
是所谓“主科”教师，音乐、美术等艺
术课程，有没有老师无所谓——要么
干脆不开，要么由其他科目老师“兼
任”。这种情况，在不发达地区和农
村学校尤为突出。

各级政府部门协同推进学校美
育，必须转变目前功利的办学导向，
对所有科目、课程平等对待。在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要把美育的均
衡发展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
标。当前，地方政府对美育的重视程
度不够，具体表现在对学校美育的硬
件建设投入不够。根据 2015 年全国
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义务教
育初中音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比例
为 82.3%，美术器材配备达标学校比
例为 82.0%，而义务教育小学音乐器
材配备达标学校比例只有 67.9%，美
术 器 材 配 备 达 标 学 校 比 例 只 有
67.6%。与此同时，美育师资也严重不

均衡，城市地区学校基本都会配备音
乐、美术专业教师，而农村学校的艺
术教师则十分匮乏。

对于美育，不能采取知识教育模
式，只关注学生的艺术技能，却忽视
学生的艺术修养。近年来，中小学推
进心理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经
常存在知识化、技能化、概念化的问
题，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知识、概念，却
没有形成相应的意识和素养。原因
在于，教育停留在形式与表面，教育
方式还是单向灌输、说教方式，美育
要避免出现同类的问题。美育是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重要的是要让学生
学会审美，培养其审美情趣和艺术修
养。前不久，北京一位小学校长曾发
文感慨，有的学生参加国际艺术比赛
获奖，可在参观艺术馆、博物馆时却
丝毫没有兴趣，这就是美育技能化的
结果。

美育技能化与教育功利化紧密
相关，包括艺术特长生、艺考生的教
育，也因追求加分和升学，而只关注

能加分的艺术竞赛，以及校考、统考
要考的艺术技能；有艺术特长的学生
缺乏艺术修养，参加艺考的学生把艺
考作为“曲线高考”的手段。这提醒
我们，在推进美育时，不能只是开课
教技能，而应该在学校里营造艺术氛
围，包括应多邀请专业艺术团队到学
校演出，并组建学生艺术团队。学生
艺术团不应是为参加各类竞赛而组
建，而是供每个学生自由选择参加，
入 选 的 学 生 可 以 没 有 任 何 艺 术 基
础。从生活教育的角度看，艺术教育
应该与艺术生活结合，学生在艺术氛
围里，自然会受到熏陶。

学生的美育仅靠学校教育是无
法完成的。家长也要重视孩子的美
育，比如多陪孩子看艺术演出、参观
美术馆，而不是只顾着把孩子送去培
训班。社区应该为美育提供场所和
资源，向居民、学生开放。如此，才能
让学生们徜徉在艺术的世界中，让美
育无处不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美育改革须破解“三重三轻”
熊丙奇

/ 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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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学新生陆续报到，掀起了开
学消费的一波热潮。《沈阳晚报》记者在
一些电子产品卖场看到，绝大多数的消费
者都是大学新生的家长。从笔记本电脑到
平板电脑，从智能手机到动辄上万元的单
反相机，种类繁多、价格昂贵的电子产品
成为大学生及家长们心中的“必需品”。
不过，在品牌选择上，家长们普遍比较头
疼，因为购买档次太高的，怕被说成炫
富；档次不够，又拿不出手。

开学消费也疯狂

类似的“换帅”风波，给校
长队伍建设提了个醒：校长专
业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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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理工大学2016年公开招聘部分学院院长的公告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大学、研究机构教
授或相当职称。熟悉本学科学术前沿，学术造诣深
厚，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有较宽的国际视野，
具备带领本学科达到国内先进或一流水平的能力。

2. 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
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学院发展具有创新性和战
略性构想。在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学院、研究所或实
验室担任过重要管理职务者优先考虑。

3.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敬业精神、创新意识
和团队精神，治学严谨，学风正派。

4. 身体健康；全职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
（具有特别学术影响力者年龄可放宽），非全职人员
一般不超过60岁。

三、工作目标

1. 引进相关学科杰出人才，培养中青年骨干教
师，建设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

2. 推进学科建设，围绕特色优势学科组建高水
平学术团队，提升学院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使学科

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
3. 促进国际交流，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国际学

术组织、科研基地或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4. 建立国内先进的学院管理模式，促进学院跨

越式发展。

四、相关待遇

1. 全职：受聘人员应全职在重庆理工大学工
作，除享受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同级同类人员的工
资、津贴、社保待遇外，另将享受学校引进高层次
人才优惠待遇。

2. 非全职：首聘期限为 3-4 年，全年在重庆理
工大学工作时间不少于 4 个月，学校将提供与受聘
人员学术业绩、岗位职责相对应的优厚待遇，具体
工作职责及待遇，按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

五、应聘者需提供的材料及材料提供方式

应聘者请于2016年10月15日之前将以下材料送
交或通过邮政快递、电子邮件提交重庆理工大学党
委组织部。

1. 《重庆理工大学公开招聘学院院长报名登记

表》。请在重庆理工大学 （www.cqut.edu.cn） 党委组
织部网页下载中心下载。

2. 最高学位和学历证书复印件，身份证或护照
复印件，任职证明材料。

3. 近 5 年成果清单和 5 篇代表性成果 （包括论
文） 复印件。

4.受聘期间的工作设想和目标。

六、招聘程序

1.发布招聘公告、接受报名。
2.确定考察人选并组织考察。
3.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最终人选。
4.任前公示。
5.签订聘任协议。

七、联系方式

1.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重庆理工
大学党委组织部 （明德楼316室） 邮编：400054

2.联系人：温静老师
联系电话：023-62563035 13508378103
E-mail：zzb@cqut.edu.cn

重庆理工大学前身是创办于1940年的“士继公学”。多年来，学校秉承“明德
笃行、自强日新”的校训，弘扬“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的“重理工精神”，推进建设特
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形成了理、工、文、管、经、法、医、艺等协调发展的多学
科体系。学校现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覆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1个、省（部）级一级
重点学科8个；设有本科专业61个，其中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2个。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获批建设重庆市高校首个“人才特区”、重
庆市首批首席专家工作室、重庆市首批海智工作站，现根据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
特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部分学院院长。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

序号

1

2

3

4

单 位

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会计学院

两江国际学院

职务

院长

院长

院长

中方联席院长

职级

正处

正处

正处

正处

职数

1

1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