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苏令 编辑：苏令 设计：王萌萌 校对：张静新闻 深度
2017年5月3日 星期三

04 ·

教
研
员
，怎
样
能
﹃
教
﹄
又
能
﹃
研
﹄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苏令

纵
深

链接2

近日，《中国教育报》组织
开展的一项当前关于教研员队
伍建设的调查中，不少教研员
坦言，日常工作中行政干预多、
事务性工作杂，很难静下心来
搞教研、进课堂。

“教研员不仅仅是专业技
术人员，他还负责学科教研活
动的组织和管理，有很多所谓
的权力，是不带‘长’的领导。
因此，对教研员来说，具有良好

的人品和职业道德非常重要。”
山东省教科院教师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许爱红说。

“目前，本教研部门主要是
‘专职+兼职’教研员，专职教研
员接受来自教育局非本职性的
行政工作太多，精力不足；而兼
职教研员由于在学校担任教学
任务，加上学科教师兼职严重，
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深度的教
研活动。”山东一位教研员表示，

在日常工作中事务性的工作、行
政干预太多，加上工作职责不清
晰，很难能静下心来搞研究、进课
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对此，天津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陈雨亭列举了三
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教研室
在行政上一般都隶属于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有太多的规定
动作要执行，以至于教研员自
选的研究问题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研究；二是很多教研员把
日常工作和研究割裂开来，教
研工作的重要性排序在各项

“ 规 定 工 作 ”之 后 ，因 此 忙 于
“规定工作”的教研员，往往发
现自己已经没有额外的时间
进课堂、做研究了；三是教研
室的职能定位不明确，教研员
往往一人身兼数任，特别是与
教研打擦边球的工作较多，导
致教研员“肥了别人的田，荒

了自己的地”。
许爱红认为，教育行政化对

教研工作也有影响，这种情况应
该是因人而异、因地区而异的。
一位基层教研员建议：“进一步
厘清部门、教研员职责与分工，
倡导项目化管理，促进整体协
作。建议以指导教学为中心，减
少事务性干扰，倡导读书学习，
深入研究教材和课标，深入基
层，深入课堂，引领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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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研员难以静下心来搞研究、进课堂

调查中，有不少教研员感
慨当前还是“过分注重考试成
绩”“教研工作说起来重要，做
起来不重要”，很多人对教研
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认识有偏
差。

陈雨亭认为，教研员的工
作环境不可能是理想化的，现
实中可能存在对教研工作的
认 识 偏 差 和 重 视 不 足 的 问
题。但是，教研员应该以此作
为工作的动力，用有效的教研

来逐渐改变人们对教研工作
的偏见以及对教研员工作价
值的低估。

“社会对一个领域从业者
的态度要由这个领域的从业者
来争取，而不是相反。”陈雨亭
说，“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有的
教研员对学科教研研究并不深
入，甚至远不如一些教师。如
果教师们不得不参加教研员组
织的教研活动却没有什么收获
时 ，就 不 会 对 教 研 工 作 有 好

评。”
调查中，也有教研员表示，

教研员应该清楚地了解一线教
师教学的真实需要，一线教学
需要的是真正的学科教学专
家，而不是一些不接地气的大
学教授，因为学科教研需要“接
地气”。

“教研员常常把握着我国
一线教学经验的精华，他们的
指导在许多地方还是很受一线
教师欢迎的，也有很多教研员

为学科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
贡献。因此，在基础教育改革
中必须发挥好教研员的作用，
才能使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行为
得到改进。”许爱红说。

许爱红认为，第一，我国一
线优秀的教育教学经验必须得
到重视。目前在基础教育改革
中，高校专家基本把握了话语
权，这些话语代表了教育改革
的大方向、反映了教育教学的
一般规律。但是，在“专家”的

强势话语面前，优秀的经验容
易被淹没。第二，应加强对本
土教学经验的研究和提升。第
三，注重教研员的专业发展，尤
其是研究能力和教育学、心理
学素养、课程论知识的更新和
补充。第四，提高教研员的待
遇。一些地方成立教科院之
后，对教研的定位出现模糊，不
利于调动教研员工作的积极
性，极大削弱了教研员工作的
职业吸引力。

别让职称问题成教研员发展“绊脚石”

调查发现，32.89%的教研
员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针对教
研员的培训，11.84%的教研员
两年才有一次培训机会，这也
导致了当前的一些教研工作因
循守旧、死气沉沉、缺乏创新。

“最迫切的感受是3年来针
对教研员的培训几乎没有，专
业培训甚至比一线教师还少，
对基层学校和一线教师的指
导，只能是吃做一线教师时的

‘老本’，越来越困惑！”一位基
层教研员说。

正如这位教研员所说，专
门针对教研员专业提升的培训
较少，一些所谓的小学科更是
少之又少，以致出现闭门造车
的现象，成了影响教研员专业
成长、创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因
素。“先解决针对教研员的培训
问题，至少能有和一线教师一
样的培训机会。不然，遑论指
导一线教师？”一位教研员直
言。

“教研经费严重不足，特别
是教研员外出学习的经费不

足，导致很多培训观摩活动一
线教师有条件参加，但是教研
员却无法参与。”陈雨亭说。

陈雨亭分析说，当前教研
工作缺乏创新性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和
能力方面的欠缺。多数教研
员是从学校的优秀教师里选
拔出来的，没有经过充分必要
的岗位培训；二是教研员持续
研究力的欠缺，如果教研员不
进行持续性的研究，只依靠自
己的“老本”，在教研工作中就

不可能创新；三是“谁在学习”
研究的欠缺。一般来说，教研
员对教材和考试研究较多，而
对“谁在学习”上研究太少；四
是经验成为阻碍创新的绊脚
石，教研员不乏教学经验，但
是在知识爆炸的大数据时代，
经验往往成为阻碍创新的绊
脚石。许多教研员的经验颇
具感性，用数据做研究的本领
欠缺。

“教研工作是比较保守的
一 项 工 作 领 域 ，比 较 强 调 常

规。教研工作是最贴近一线
教师的研究工作，如果创新过
多 ，会 影 响 老 师 们 的 日 常 教
学。”许爱红说，“但是，不创新
也是问题。目前，很多地方教
研人员老龄化严重，知识更新
速度很慢，缺乏创新动力和能
力。此外，教研员确实存在外
出进修学习机会少的问题，应
该设立教研员的专项培训，研
究教研员的专业发展特点和
规律，有针对性、系统地进行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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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地气”的教研最受一线教师欢迎

3 针对教研员的培训要多起来

许多人觉得，既然能当上
教研员，职称问题基本上都该
解决了。但事实上，许多较为
年轻的优秀教师走上教研员工
作岗位后，职称问题反而更难
解决了；一些原来在教师岗位
上已聘高级教师的，到了教研
部门反而聘不了，导致一些教
研员同等情况下待遇反而赶不
上一线教师，令许多教研员“想
想就焦虑”。

“教研部门中学高级职称

职数严重不足，教研员原来在
学校时都是中学高级职称并按
高级职称聘用，当了教研员后
却没有按高级职称聘用，严重
影响工作积极性。”一位教研员
表示。教研人员职称指数偏
低，与同等条件教师事业编人
员相比，工资待遇也偏低，是较
为普遍的现象。

“对从优秀教师中选拔来
的教研员，在制度上要有新的
设计，不能完全按一线教师制

度适用。比如在职称评定等
方面，如完全按一线教师的比
例评比，就非常不公平，因为
这样就会出现在学校时职称
岗位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但在
教研员岗位时却会出现无职
称、无岗位的问题，以致工作
热情大打折扣。”一位基层教
研员说。

许爱红认为，教研员作为
一个区域的学科教学专家，应
该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一定的
理论水平，应该是从优秀一线
教师中成长起来的，能担得起
教研员重担的，应该具有高级
职称。

“但是，现在很多教研室、
教科院的岗位设置中高级岗比
例仅在 50%，甚至更低。因此，
教研员的岗位对优秀的、有着
丰富经验的新生力量缺乏应有
的吸引力。有些教研员等到退
休也聘不上高级职称，还不如

在学校当老师聘上的机会更多
些。”许爱红说。

陈雨亭建议，教育主管部
门应该根据当地教师各级职称
的分布情况，适度考虑教研员
工作的特点，专门制定针对教
研员的职称评定、荣誉称号评
选等的条件。职称指标数的分
配，以市教研室为例，教研室聚
集各区各校的精英，给教研室
和区县学校同样的职称指标
数，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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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级教研室教研员：
作为教研员，主要工作是各种琐碎的

行政工作和下发各种通知与文件，然后才
是指导一线教师教学。省级教研部门经费
不足，很难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在教
学指导中的话语权不足，比如不参与高中
学业水平试题的命制等工作，严重影响工
作积极性。希望增加教研经费，为科学开
展教研工作提供保障。提高教研员中学高
级职数比例，增加教研员的相关培训，调
动教研员工作积极性。

浙江省一位区县教研员：
当前影响或干扰教研员做好本职工作

的因素，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布置的非教
学研究事务，教研员自身的理论素养，尤
其是课程、德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欠缺，
还有平均主义下的绩效工资制度。当前教
研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进入与退出
机制、成果考核与评价机制、教研活动的
实效性问题。促进教研员实现持续的专业
成长，要建立持续学习制度、专业考核制
度、人员竞聘制度，开展学科发展规划制
定与论证。

一位教研部门负责人：
一些地方从省级教研部门到县区级教

研部门，严重缺乏日常教研经费，有的只
有少量科研成果奖励，但没有日常教科研
经费，有的基层教研部门甚至连科研成果
奖励也没有。此外，一些地方虽然有教研
经费，但申请、使用限制多、手续繁复，
教研员也很头疼。连日常科研经费都没
有，光等着出成果，怎么能出来呢？

山东一所乡镇中心校校长：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让教研员流

动起来，不搞终身制，采取任期制，教研
员任职不得超过两个任期。期满可以到区
属学校担任教研组长，学校可以为其设立
工作室，充分发挥其教研优势。也可以到
农村担任特级教师，发挥教研辐射、带
动、示范作用。新的教研员必须从一线优
秀教师中选拔，甚至从外地引进教研人
才。

“教研员队伍建设”
大家谈

教研员是教学研
究的先行者，是中小
学教师校本研修的合
作者和引领者，对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推
动教育教学改革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当前，不少教研员还
为职称评聘、日常教
研经费、个人成长空
间等问题所困扰，工
作积极性受到影响。
如何让教研员既能
“教”又能“研”，成
为当前教研员队伍建
设和教研工作改革发
展需要解决的一个现
实问题。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数学教研员李红梅老师走进课堂，参与学生小组讨论，掌握学生学习动态，为教师的成长号脉。 边玉花 摄

5 教研员队伍需要“动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的

教研员存在“终身制”现象，流动
性不足，也对教研工作产生负面
影响。

许爱红认为，教研员“终身
制”的现象普遍存在，流动性不
足，容易产生学科研究思想的
僵化和固化。可以实行教研员

“任期制”“竞聘制”，建议从特
级教师中聘任，从源头上把好
教研员的专业素养关。

试行教研员“任期制”和“竞
聘制”，甚至是引进外地名师或
者名教研员进行短期或长期合
作，都是可以进行的创新。总
之，教研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原则
是如何让热爱教研、有研究能力
的人从事教研，指导本区域的学
科教学。“应该指出的是，尽管

‘终身制’存在，但是一些优秀的
教研员还是用自己的专业能力
和工作热情，把教研工作做得十

分出色。”陈雨亭说。
此外，不少教研员总感觉

自己的劳动难以得到认可，总
觉得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缺乏
成就感。

“教研员的工作类似于科研
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很难完
全用量化的指标来评价。”关于
教研员工作的考评激励，陈雨亭
认为，基本评价指标的制定应该
遵循底线标准，规定教研员必须

完成的最底线的工作量标准，规
定服务对象评价所占的权重，
规定必须参加的培训课时量以
及必须完成的调研报告主题和
文字量等。然后用教研文化建
设来引导教研员的创造性探索，
让乐于学习、努力研究、勇于探
索成为教研员的主动追求。

陈雨亭说，同时还应建立
教研员工作反馈机制，让各个
层级的教研员都能了解服务对

象对自己所组织的各项教研活
动的满意程度，了解基层学校
和广大一线教师的需求、对教
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不
断地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调整
教研方向、优化教研内容、改进
教研方式。

（山东省教科院访问学者
李红、单立华对本次调查的统
计分析付出了辛勤努力，特此
感谢！）

本报记者近日在山东、河北、湖北、
江苏、浙江、内蒙古等6省区所做的一项
关于教研员队伍建设的调查数据显示：

一、83.33%的一线教师及中小学校长
认为，从事过一线教学对教研员来说非常
重要。此外，还有15.38%的一线教师及
中小学校长认为，教研员“必须从优秀教
师中选拔”。

二、接受调查的教研员职称结构比例
为:中学高级教师60.53%，中学一级教师
30.26%，中学二级教师及其他及以下的
3.95%。其中，具有特级教师称号的
6.58%。

三、在接受调查 （多选） 的教研员
中，90.79%的人首选靠自己多年的教学积
累（老本），76.32%的人选择来自相关的
教育教学书籍学习，仅有50%的人选择来
自参加教研员培训。

四、在接受调查的教研员中，73.68%
的人感到“游刃有余”，23.68%的人认为
刚好能够应付，5.26%的人感觉有些吃
力，有时感觉自己还不如一线教师。

五、41.50%的一线教师和中小学校长
认为教研员对一线教育工作指导有限。

六、78.95%的教研员认为这个职业是
教育专家的成长平台，76.32%的教研员认
为最高职业发展前景是“成为知名教学专
家”。但也有 30.26%的人认为“工作量
大，成就感低”。17.11%的教研员认为最
高职业发展前景“估计只能是现状干到退
休”，7.89%的人认为是“转到学校做领导
职务或其他行政岗位”，2.63%的人认为是

“成长为教研室领导”。
七、32.89%的教研员表示几乎没有参

加过专门针对教研员的培训，11.84%的
人表示两年有一次，21.05%的人表示一年
有一次。

八、关于个人专业成长的多项选择，
81.58%的教研员选择了“和一线教师教学
相长”，34.21%的教研员选择了“主要靠
自学成才”，9.21%的人选择了“吃做一线
教师时的‘老本’”，42.11%的教研员选
择“参加各种论坛”。

这份调查共收到有效反馈问卷 259
份，其中针对一线教师及中小学校长的问
卷 142 份，针对各级教研员的问卷 76
份，针对教研员的开放式访谈问卷51份。

“教研员队伍建设”
调查数据

【 】由于事务性的工作、行政干预太多，一些
教研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深度的教研活动。

【 】一些地方对教研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线教学需要的是真正的学科教学专家。

【 】当前专门针对教研员专业提升的培训较
少，一些所谓的小学科更是少之又少。

【 】教研人员职称指数偏低，一些教研员与
同等条件的一些教师相比工资待遇偏低。

【 】教研员队伍的流动性不足容易产生学科
研究思想的僵化和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