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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宜鼓励而不宜强制

近日， 某市教育部门对教师家访作出了硬性
规定： 到本学期结束， 全市中小学校班主任必须
对五类学生进行家访。 这五类学生是： 单亲家庭
的孩子， 贫困家庭孩子，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本
人心理或其他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学生， 中小学
起始学年的新生。

从该规定所涉及的五类必须家访的学生来
看， 教育部门的初衷应该是不错的。 但笔者认
为， 教师家访应该鼓励， 但不宜强制。

首先， 家访是信息闭塞、 通讯不畅时代的产
物， 目的不外乎如下几种： 教师和家长就孩子在
校和在家的表现互通信息， 并在教育重点、 教育
策略上达成共识；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增进教师
与家长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了解学生的家庭情
况， 以便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成长环境制定相
应的教育策略。 那么， 在通讯方式日益多样化的
今天， 能不能通过更省时省力的方式来达到同样
的目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 就目前常见的与家长
沟通的方式而言， 有召开家长会， 互发短信和打
电话， 通过网上

QQ

、 博客、 论坛等途径交流，

有的学校也已经与电信部门联手， 为学生开通了
“校讯通” 业务， 教师只要利用好这些资源， 完
全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一位教师，只要他真正做到心为学生所
系，学生就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既然学生能在学校
就沐浴到来自教师的温暖， 教师还有必要通过家
访把关爱送上门吗？ 相反，如果教师在平时的工作
中缺乏爱心和责任心，教学上敷衍了事，处理班级
事务时连起码的公正、公平都做不到，就算他为完
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跑断腿又有什么用呢？

再其次，该“硬性规定”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
是教师，还有学生和家长。 也就是说，家访不仅仅
是教师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还有一个学生乐意不
乐意、家长欢迎不欢迎的问题。 如果学生和家长对
教师的家访不理解，甚至抱有消极抵触的情绪，教
师该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家访任务呢？ 所以，教育
部门在出台“硬性规定”之前，应该征求一下学生
和家长的意见， 这也是对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一种
尊重。

最后， 教师家访所需要的大量时间以及教师
在家访过程中的安全该如何保证呢？ 教师去家访，

上班时间肯定不行，只能挤占休息时间，这就涉及
到一个问题： 强制性地让教师利用休息时间去家
访，是不是对教师休息权的一种侵犯呢？ 就算教师
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家访， 如果在家访过
程中出了什么意外，算不算工伤？ 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 出台有关家访的硬性规定对教师而
言就有失人性化了。

所以， 家访最好还是不要强
制推行， 可以通过出台一些鼓励
性的措施进行倡导。

许多优秀教师在农村呆了几年后，通过各种渠道“走人”。 农村教师岗位如果留不下人，再怎样谈提高教师素质也是枉然

对症下药增强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
笔者在大山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整

整
16

年， 对农村教师缺乏、 农村教师素
质偏低的情况非常了解。 许多优秀教师
在农村呆了几年后， 通过各种渠道 “走
人”。 农村教师岗位如果留不下人， 再怎
样谈提高教师素质也是枉然。

农村中小学人才难留
据笔者观察 ， 分配到农村中小学 ，

最终 “走人” 的教师， 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思想观念问题 。 “家有三担
粮， 不当孩子王” 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有些教师分配到农村， 面对艰苦条件和
年幼无知的孩子， 心浮气躁， 加上周围
同事领导关心不够， 就把心思专注在考
研、 考公务员、 搞关系 “走人” 上。

其次是生活上的原因 。 有些教师虽
安心农村工作 ， 但到了小孩入学年龄 ，

考虑农村学校师资、 办学条件、 学习氛
围等方面不及城市学校， 想方设法 “走

人”。 年轻男教师分到农村工作， 娶媳妇
就降了档次， 年轻女教师人在农村工作，

心思用在城里找未婚夫， 因此年轻人也
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

再其次， 农村教师的政治 、 经济待
遇不及城市教师 。 农村教师外出学习 、

进修机会很少， 边远山区信息闭塞， 要
是再遇上低素质校长， 会对教师实行全
封闭管理。 笔者在农村工作

16

年， 除了
自己掏腰包为评职称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外， 印象中校长没有一次让教师 “走出
去”。

最后 ， 农村教师精神生活极其贫
乏 。 现在农村中小学校长等校领导在
县城都建了房屋 ， 并配了小车 。 因为
实行校长负责制 ， 校长们只需遥控指
挥在校值班领导即可 ， 无需费心亲临
岗位 ， 至于教师们的课余学习生活都
自行安排 ， 与他人无关 。 笔者在农村
任教期间 ， 除自费订阅相关教育类报
刊杂志 ， 根本看不到校方为教师提供
的一页学习资料 。

吸引人才到农村任教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 要提高

农村教师素质， 首先要能吸引来人到农
村从教。

增强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 ， 需要全
社会大张旗鼓营造 “农村中小学是个广
阔的天地， 那里大有作为” 的舆论氛围。

在师范类学校开展强化 “扎根农村我有
责， 农村教育天地宽” 等专题教育， 让
学子们能入心入脑地热爱农村教育事业，

目标明确， 态度端正， 对农村教育充满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矢志为农村教
育事业奋斗终身。

增强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 ， 需要提
高农村教师待遇 。 待遇留人最为现实 ，

希望国家能出台规定， 切实提高农村教
师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 评优评模评特 、

职称晋升、 进修学习， 农村教师要优先
考虑。 提拔校领导， 至少要有在农村任
教
5

年以上的经历。

增强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要建立起

人才有序合理流动的用人制度，打破终身
制。 现在有些地方对教师量化考核，实行
末位淘汰制，被淘汰的教师和犯错误教师
被调离发配到边远山区任教，这样的人内
心已不是为师心态， 带着情绪站讲台，必
误人子弟。 为此，要鼓励城镇有强烈责任
感和使命感的优秀教师在工作关系不变
的情况下，到农村支教，待遇从优。

让教师安心舒心专心扎根农村
如何能让教师安心 、 舒心 、 专心扎

根农村教育教学工作呢？ 笔者认为， 可
以从

3

个方面入手：

首先让教师安心， 关键是用好校长。

校长是学校的领头羊， 必须要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以校为家。 那些走读
校长、遥控校长如何去构建和谐校园？ 校
长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教师开展丰
富多彩的学习、体育活动，增进校领导与
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情感，相互促进、相
互提高。 中小学校领导岗位要明确设置，

校领导要能上能下，实行任期制，不搞终

身制。 现在一些校长素质差，对教师盛气
凌人，课务少，待遇却远远超出一线教师，

令一线教师非常反感，严重挫伤了一线教
师的教学积极性。 笔者建议，要把能否留
住人才、吸引人才从教作为考核校长能力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何同一个人，在甲地
任教业绩平庸，在乙地从教业绩冒尖，这就
是校长的管理能力所致。 校长要能用情感
留人、待遇留人、和谐环境留人等多种方法
全方位吸引和留住人才，充分调动教职员
工积极性，这才是校长治校上策。

其次要让教师舒心 ， 安居乐业 。 目
前， 因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 其子女就读
或随父母外出， 或寄居亲戚处， 学无定
所。 有些农村学校因此大量学生流失， 在
这种情况下， 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因地制宜
创办全寄宿制学校， 建教师公寓楼， 让教
师安居乐业。 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教师素
质， 又能吸引农民工子女返乡就读。

再其次要让教师专心，清理整顿教师队
伍，对教师提出考核要求。 对那些把教师岗
位当“防空洞”，停薪留职或从事第二职业的
教师要坚决清理出教师队伍。要借实行绩效
工资的契机，统一量化考核中小学教师工作
业绩，开展横向和纵向的教育教学竞赛。 没
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更没有动力。

千方百计吸引和留住人才扎根农村终
身从教， 配有敬业乐群、 淡泊明志、 无私
奉献、 公平正直、 深受师生爱戴的校长，

何愁农村教师素质提不高？ 何愁农村教育
的明天不灿烂？

校长校外办奥数，本校学生占八成
编辑：

学校乃教书育人之地 ， 校园内应该
充满纯洁健康的东西， 可这一切在江苏
某县城一所小学却完全变了味。 这里更
多的是交易和利益。

问题一： 校长在外开设校外校 。 该
校校长李某， 以其妻子的名义与县少儿
活动中心签订办学协议， 举办奥数培训
班， 在学学生

700

多人。 培训班在不发传
单、 没有招生队伍、 教学效果非常一般
的情况下， 怎么会有这么多学生呢？ 经
过调查发现， 该培训班

80%

的学生和绝大
部分的老师来自李某任职的学校。 凡是
来授课的老师， 其班级的学生有一半被
动员来学习。 老师为什么这样听话？ 一
方面受人管， 另一方面该校长给老师招
生回扣， 每招一名学生给

50

元的回扣。 一
般老师只有带

20

名学生才有资格到该校长
的培训班开课， 老师招生的回扣比自己

如此社会实践是为了啥
编辑：

我儿子去年秋天考入青岛一所民办高
职。 这学期开学， 儿子告诉我， 学校组织

【画中有话】

一家
之言

【读者来信】

【基层观察】

■

江西省广丰中学 杨恭田

上课的工资还高！

问题二： 榜样的力量， 利益的驱动。

在李校长的成功创业影响下， 县城各所小
学都有老师自己办奥数培训班， 所带学生
少则十几人， 多则几十人， 老师以各种理
由要求或胁迫学生参加自己举办的奥数培
训或晚间家教辅导， 让学生不去也得去。

问题三： 学生疲于应付， 教师手段频
频。 现在的小学生几乎没有休息日， 周末
两天全部安排， 老师家里家教， 校外学习
奥数， 排得满满的。 若有学生没有按照老
师的安排， 动辄调位子， 上课不理会学
生， 甚至动手体罚。

笔者在这里呼吁，还孩子一片圣洁的
天空，不要让这种肮脏的交易侵蚀孩子的
灵魂。 一学生家长

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应该说通过社会实
践来了解社会 ， 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

是件好事情， 也是学校教育应该具有的
环节， 我们当家长的都赞成。 但问题是，

现在的社会实践变了味道。

首先是实践的时机 。 儿子回家说 ，

他们这个学期都将用来社会实践。 让一
个进校只有半年的学生去做社会实践 ，

而且一实践就是半年， 学校如此安排合
适吗？

其次是实践的时间 。 儿子和他的同
学每天要从上午

9

点工作到晚上
9

点半， 且
每个月只休息一天。 这样的工作强度是
不是有些太大了？ 社会实践要不要遵守
《劳动合同法》？

最后是实践的内容 。 我儿子和他的
同学基本都被安排在饭店和洗衣店等场
所劳动， 他是学会计的， 但他工作的内
容却是在饭店洗菜和切菜。

如此社会实践 ， 让我们做家长的搞
不清楚， 这实践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啥。

一学生家长

■

甘肃省兰州铁路第四中学 徐生坛

同在蓝天下，同享优质教育。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走进了公办学校，享受和城
里孩子一样的就学环境，但也还有很多的农民工孩子无法实现这个梦想。图为兰州某打工
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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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在仅有
100

平方米的院子里做广播体操。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