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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广东省深圳市滨河实验中
学语文教师章璇为了研究好“双减”
文件，给自己额外加了不少学习计
划。章璇知道，在教学任务没有减、
教学难度没有降、家长期待没有少的
前提下，“双减”工作将给教师的工
作带来新的挑战。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双
减”政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作为“双减”工作的重要执行者
和推动者，教师们的工作将迎来哪些
变化和挑战？面对大形势，教师应如
何同步调整好自己的小目标？

“双减”挑战教师专业能力

看完文件后，章璇的第一感受
是，“双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
求。“随着作业量和课外‘补餐’的
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校内教学质量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不增加作业
量、不增加时间的情况下，给学生们

更有效率的校内学习?”
她的这一思考也指向了“双减”

落地对教师的真正挑战。
“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市场，让学

生有更多时间留在学校、投入校内学
习只是路径，‘双减’取得实效，关
键在教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师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新翠表示，

“双减”政策推行后，社会对校内教
育质量的追求和要求甚至会更高，这
需要教师下更大功夫、投入更多精力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对照 《意见》 要求，加强作业研
究、做好课后服务，是“双减”对教
师的具体要求，也是教师实现教学提
质增效的突围方向。

从作业研究来看，李新翠表示，
教师要基于证据与科学的作业布置，
像备课一样“备”作业。

采访中，记者发现，随着“五项
管理”工作的不断推进，目前，不少
学校已经采取学科组统一制定作业计
划、布置分层作业、利用假期更多地
开展跨学科融合作业等。不过，教师
们也表示，面对“双减”带来的新要
求，学校管理者、教师，乃至家长仍
需进一步改变传统作业观念，真正抛
弃“搬砖式”作业，认可和接纳“新
式”作业。

章璇观察到，教师对“以教定

学”的传统授课模式依然有很大惯
性，对学生学习兴趣、创造力、课堂
效率的关注仍显不足。

“理解‘双减’，教师一定要站在
更高的层面去看，从教育的本质、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甚至是民族伟大复
兴的高度来看，而不能只把它简单视
为减少学生作业、延长服务时间，要
改变观念积极作为。”李新翠说。

进一步为教师减负更显紧迫

新学期，“三点半”难题将不再
是家长的困扰。

根据 《意见》 要求，学校课后服
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
班时间。各地相继细化要求，如北京
要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下午 5 点 30 分。学生在校时间的延
长，也意味着教师工作时间的延长。

这是否会增加教师负担，成为社
会新的讨论热点。

对此，李新翠表示，当谈及“负
担”时，首先需要明确，对于教师而
言，提供课后服务、提高作业设计质
量和开展家校合作等，都属于教师教
书育人所要承担和履行的具体职责，
而当前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是那些超
出教师本职范围的非教学类负担。

（下转第二版）

教师如何应对“双减”挑战
——聚焦“双减”落地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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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 教育部新闻办 中国教育报刊社 合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深
刻阐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
大建党精神，明确指出伟大建党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100年来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在
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业、积累
宝贵经验的过程中铸就的，是我们党
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风华正茂、饱经
风霜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100年
来，我们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锤炼
出鲜明的政治品格，集中体现了党的
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为我
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丰厚滋养。

回望百年奋斗路，留学人员和留

学事业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同
命运；在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各个时
期始终不辱使命、堪当大任。眺望未
来前进路，国家留学基金委要传承发
扬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聚焦国家发
展需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

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
红色血脉，就要始终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行！”百年辉煌成就表明，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
践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有力保
障。国家留学基金委自成立以来，

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武装头脑、探索实践，坚持“个人
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
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公
派留学选派和管理办法，开创了规
范化、法治化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公
派留学模式。新征程上，我们要继
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深刻
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
力量，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全面落实党对国家
公费留学事业的领导，不断提高把
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大局的能
力，着力培养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的坚定信仰者和为之奋斗者。

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就要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
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围绕国
家重点发展领域和行业，培养国家所
需的人才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初心
和使命。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
是要在公派出国留学方面，坚定高层
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主线不动摇，巩固
并开拓国际合作渠道，继续推动各国
教育共同关注领域的合作，发掘合作
新潜力；释放鼓励回国、发挥作用的
政策效能，引导和激励海外优秀留学
人员报效国家。在中国政府奖学金
来华留学方面，按照“扩大规模”向

“提质增效”转变的工作方针，紧密服
务“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全球国际化教育贡献中国
教育经验、中国教育方案。

（下转第二版）

奋力推进国家公费留学事业迈上新台阶
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党委书记、秘书长 生建学

他，个头不高，话不多，眼里有光。在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的大山深处，他用无私
的奉献和执着的坚守书写了人民教师对乡村
教育的大爱。

他叫张万波，是本溪县第五中学教师。
在距县城约 100 公里的乡村中学，他执教
24 年，其中当了 16 年班主任。一批批学
生，在他的护送下走出大山。家长说，自己
娃命好，生在好时代，遇上好老师。

他是三尺讲台上的智者

1997 年，24 岁的张万波作为辽宁省优
秀毕业生从本溪师专毕业。当时，本溪县南
部山区的祁家堡中学急需数学教师，政治专
业的张万波“临危受命”。

这所坐落在村里的初中，当时只有一排
土坯房。学生在土操场上完体育课一身土，
教室冬天取暖用大铁炉子。没有图书室，也
没地方找教学参考资料。文科生转教数学的
张万波，心里没底，就开始绞尽脑汁琢磨，
怎么办？下“笨”功夫！

只要有空，张万波就去听数学组其他 4
名教师的课。听懂，记住，自己上手做。自
费买来五大本练习册，没日没夜地做，不会
的，向老教师请教，做会了，再找出最佳解
题方法。然后，对题型进行归纳整理，亲自
动手刻字，用油印机印成练习册，发给学
生。很快，张万波的教学成绩崭露头角。工
作3年后，他便开始教初三数学，同时执教
当时老教材的“代数”和“几何”两科。7
年后，他成为辽宁省农村中学骨干教师。

他是怎么做到的？
张万波研究出一套数学教学的“土办

法”。“令人头痛”的初中数学，他能讲得引
人入胜，学生们听得明明白白。

有一天上课，学生看见讲台上摆着大萝
卜，正奇怪着，只见张万波开始对大萝卜进
行“整形手术”，一会儿工夫便切出多种形状的萝卜块。学
生盯着老师的“手术成果”，噢，这个是正方形，这个是菱
形，这个是平行四边形⋯⋯学生们叫着：“懂了！”

在“车轮为什么做成圆形的”一课中，张万波运用多
媒体技术，制作出两个人分别坐在方形和椭圆形车轮的小

车里，那颠簸起伏的画面，逗得学生哈哈
大笑。在“字母能表示什么”一课的开
头，他别出心裁地设计出“猜年龄”游
戏。在“位置的确定”一课结束时，他告
诉学生自家的位置，并欢迎大家来做客。

把生活中的鲜活题材，引入学习数学
的大课堂中。依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出
学生思考和实践的数学问题。让学生做

“数学实验”，亲身体会如何解决问题。这
是张万波让学生爱上数学课的“秘诀”。

他用爱心温暖山村孩子

在乡村中学执教的日子里，张万波时刻
践行着“两个假如”，待学生似朋友，胜亲人。

刚工作那会儿，张万波就大量阅读有
关班主任工作的书籍。他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每个班主任要想做好工作，必须对自
己提出两个假如。第一，假如我是孩子。
第二，假如是我的孩子”。做到第一个假
如，你和学生的冲突一定会减少，因为你
们是朋友。做到第二个假如，你一定受学
生喜爱，因为你们是亲人。

2000 年，张万波首次担任毕业班班主
任，同时第一次执教初三数学课。当时，
他的妻子怀孕，需要照顾，但张万波克服
困难还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单
程骑车11公里，风雨无阻。

2002 年 9 月，张万波又接了一个初三
班级。栾忠慧等3名学生每天上下学都要翻
山越岭，往返要 3 个小时。张万波心疼学
生，就带着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边辅导
他们学习，一边照顾他们饮食起居，为他
们洗衣、做饭。此时，张万波的孩子刚满
周岁，每当听到儿子在电话里喊“爸爸”
时，他内心对妻儿都很愧疚。但看到栾忠
慧考上重点高中后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
时，他心里又很满足。

2005 年，张万波的班里有一个患自闭
症的男生，总是远远地躲着老师和同学。
张万波安排他坐前排，方便观察照顾他。

有一次张万波发现，每当其他同学课间活动时，这个男生
就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再上课时，张万波在多媒体上展
示了他擦黑板的照片，号召全班同学鼓掌感谢。此后，这
个男生总会默默地走到老师身边，虽然依旧不说话，但张
万波能感觉到，他想跟老师亲近。（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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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玉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任立松 董志勇） 9月8日，在山东德州
市委常委会会议上，6 名一线教师代表
受邀列席，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
议。9 日，德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
公室印发 《关于为教师办好十件实事的
通知》。“我们的合理建议全部变成了 10
件实事的具体内容。”列席会议的德州九
中英语教研组组长李娟说。10 日，德州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实行职
称即评即聘、建立教师绩效工资增量机
制、全面落实班主任津贴标准等“十件
实事”的政策，已经逐项落实了。

9 月 8 日，德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
研究教育工作，提出要积极主动为教师办
实事解难题，研究制定保障教师待遇的具
体办法。来自德州一中等学校的 6 名教
师成为“座上宾”，向市委领导敞开心扉、
坦诚交流。“很多乡村学校的教师居住在
城区、工作在乡村，很多教师早上 5 点就
要起床赶往学校，寒暑不断的钟摆式生活
让他们苦不堪言。此外，城乡教育资源本
就不均衡，但在评先树优时，城乡教师却
被同一把尺子衡量，对乡村教师也不太公

平。”扎根乡村教育26年的张申小学校长
张伟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乡村教师的困难。

令张伟没有想到的是，教师们的建议
在市“两办”印发的文件里都有了答案。

“改善乡村教师食宿条件、实施乡村青年
教师培养计划、设立乡村教育突出贡献
奖、实行职称即评即聘、建立教师绩效工
资增量机制、全面落实班主任津贴标准、
设立课后服务补助专项经费、提高教师体
检标准、健全优秀教师优待制度、倡导支
持社会力量奖励资助教师，这10件实事，
都是我们关心期盼的，体现了市委、市政
府优先发展教育的决心和对教师队伍的
关心。”张伟说。

“尊师重教、教育优先，始终是德州教
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德州市教育和体
育局局长张书鹏介绍，“十三五”以来，德
州市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先后投资150亿
元实施解决大班额项目建设、“全面改薄”
和薄弱环节改造工程，建设校舍522万平
方米，新建、改扩建学校 1061 所。同时，
稳妥推进校长职级制、教师“县管校聘”改
革，连续多年开展最美教师评选，教师们
的热情和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山东德州邀请教师列席市委常委会会议

6名教师建言 10件实事出台

9 月 8 日，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泥塑。秋季开学以来，
银川市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各学校因地制宜，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
案，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课后活动丰富多彩

■走近2021年教书育人楷模

张万波在给学生上课张万波在给学生上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