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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人物的风采

■

遆存磊

叶兆言的随笔写得比小说更好一些。

他所写的人物大多为上一个时代的文化名
人， 其中还有部分人是他祖父叶圣陶的朋
友或师长，如俞平伯、顾颉刚、李叔同、吕叔
湘等。世家的好处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有
趣的是，在他写郁达夫的文章中，提到自己
和同学去上海找王映霞，“按响了门铃以
后，一位老妇人从隙开的门缝里探出头来，

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明了来意，老妇人想了
想，说王映霞不在。 ”叶兆言和同学早已熟
悉王映霞的照片， 立刻就认出了老妇人就
是“当年令郁达夫神魂颠倒的王映霞”。 当
然她既不肯见，他们也不好再打扰。

叶兆言品评 “陈旧人物” 是很有见识
的。 在写朱自清时，叶兆言说把他的《荷塘
月色》选入中学教科书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因为其堆砌词藻、 追求华丽的文风可能会
对学生起误导作用， 让人误以为这是好文
章的典范。 这话说得很平实，也很尖锐。 长
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选择文章就有一些习
焉不察的问题。 早期有杨朔散文的大量入
选，这种文艺八股可能会影响几代学生，自
然害人不浅。 现在有某些地区的语文教材
选入余秋雨的《道士塔》，文章倒还好，但某
些文史知识点的疏漏可谓贻笑大方，如“道
士塔”这个题目，“塔”为佛教中的术语，道
士的墓怎能叫塔呢？再回到朱自清的散文，

他本人也在不断努力除去拿腔捏调的新文
艺腔，后期的《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

等证明了他达到的高度。 所以我们就不必
再把朱自清自己也不甚满意的文章拿来给
一代一代的学生观摩学习了。

《陈旧人物》不乏《世说新语》之风。 叶
兆言善用白描，寥寥几笔，简洁地绘出一个
人物或场景。 写章太炎，在杭州的楼外楼遇
见蒋委员长，蒋上前请安问好，章太炎爱理
不理， 蒋又客气地请他坐自己的小车回府，

被章太炎拒绝，“蒋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
手杖相赠。大家都以为这犟老头一定还会拒
绝，不料章颇中意这根手杖，拿了就走。 ”

叶兆言笔下许多 “陈旧人物” 并无太
多的潇洒， 往往令观者百味杂陈。 缘何如
此， 多半是时代的因素。 过去的百年中国
遭遇了太多的动荡， 从文化人到普通百
姓， 置身于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大船上，

安宁的时候并不多， 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文
化的积累， 方有小成便被雨打风吹， 让人
感到无可奈何。

这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陈旧人物》，叶兆言著，上海书店出
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

让电影成为接近自由的方式
■

卢文超

作为中国第
6

代导演的领军者， 贾樟
柯从

1996

年至今陆续拍摄了 《小山回家》、

《小武》、 《站台》 等电影， 构筑了一个
独特的艺术世界。

本书由陈丹青作序 。 在序言中 ， 陈
丹青指出 ， 和陈凯歌 、 张艺谋等相比 ，

贾樟柯是 “不同的一种动物”， 其不同之
处就在于他独特的电影追求。

在贾樟柯看来， 关注平民是电影义不
容辞的责任。 他在书中说：“我愿意看民工

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 因为他们自然开
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 ”这显然不同
于其他一些导演对平民的隔膜与冷漠。

这种对平民的态度 ， 与贾樟柯的生
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曾生活在农村， 这
段经历使他从社会底层人身上发现了善
良和美 。 后来他到城市 ， 也曾被看作
“社会闲杂人员”， 这使得他对民工的辛
苦有深刻的体会。 而贾樟柯是不会忘本
的人， 他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那些社会
底层的普通人

,

他要面对真实。

对于真实，贾樟柯有自己的理解。 他
并不认为摄影机越接近现实就会越真实。

对他而言，电影的真实，并不是任何一个
具体而局部的时刻，而是“起承转合中真
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
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让我们信服的现
实秩序。 ”由此可见，他追求的并非表面
的、庸俗的真实，而是隐藏在社会现象下

的深层的真实，是个人存在的真实。

这种个人存在的真实， 在当今中国社会
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更值得被关注和记录。

贾樟柯在书中说： “一些美好的东西正从我
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 我们面对塌陷， 身处
困境， 生命再次变得孤独而高贵。” 他的理
想就是在这个被物欲和速度淹没的时代， 在
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的时代 ， 拍出电
影， 从而 “努力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

对贾樟柯而言， 电影不但是他关注普通
民众的手段， 也是他 “接近自由的方式。”

他很渴望能在电影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他相信自己的经验， 不盲从别人， 也不被潮
流所淹没。 他在书中曾告诫自己： “当摄影
机开始转动的时候， 我希望能问自己一声，

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只
有这样， 拍出的电影才不会虚假。 正如他所
言 “摄影机面对物质却审视精神”， 电影导
演不应迷失在电影之外的物质迷宫， 而应在

电影的精神世界中自由舞蹈。

贾樟柯曾被耶鲁大学教授达德利·安德
鲁称为 “电影诗人”。 与此同时， 他还是一
个 “电影斗士”。 在书中， 他经常针砭当前
中国电影界的弊端。

进入新世纪以来， 商业大片在中国大行
其道。 在贾樟柯看来， 中国的一些商业大片
中所宣传的价值观， 诸如娱乐至上、 金钱至
上等观念， 就像细菌一样， 对青少年产生了
不好的影响。 商业大片的操作模式， 具有一
种 “法西斯性”， 破坏了 “平等” 和 “民主”

的社会基本原则， 破坏了 “我们内心最神圣
的价值”。 而这些大片的导演们， 则是没有
独立自我的商业逻辑的俘虏。 他们不再关心
人， 而只关心钱。

贾樟柯认为， 当今的一些电影制片商，

大肆在媒体上宣扬预期票房价值， 并以此来
吸引观众以达到赚钱的目的， 这是一种赤裸
裸的掠夺。

电影， 不仅是贾樟柯接近自由的方式，

也是中国人接近自由的方式。

（《贾想
1996

—

2008

： 贾樟柯电影手记》，

贾樟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

【文化视野】

【书人书事】

【本期关注】

“黑天鹅”到来时怎么办
■

何贤桂

·

·

· ·

早在
2008

年初， 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
家、 英国伦敦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
麦克古尔在其著作 《

7

年拯救地球》 中就
曾预言， 人类若在这

7

年内无法控制温室
气体、 战争、 瘟疫、 干旱、 洪水、 饥荒、

飓风， 那么各种灾祸将在
2015

年席卷地
球， 人类将遭遇 “末日式劫难”。 同时，

世界上很多智者都对未来世界提出了种
种猜想。 这些作家的预言并非杞人忧天，

而是实实在在对未来世界的忧虑。

英国作家杰西卡·威廉姆斯在其著作
《大事件———决定人类未来的

50

件事》 中，

列举了影响世界和决定人类未来的
50

件
事， 诸如饥饿、 战争、 环境污染、 全球
变暖、 资源分配、 毒品、 贫困等， 这些
都是影响当代世界稳定和安全的重要问
题。 作者认为， 不管是世界上的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问题。 全球普
遍存在环境污染、 气候变暖、 资源匮乏、

家庭暴力、 腐败犯罪等大问题， 这些问
题都直接影响了未来世界的发展。 比如
家庭暴力， 是全球的普遍性问题。 作者
在书中介绍说， 美国在

2000

年有
1247

名妇
女被她们的亲密伴侣杀死。 家庭和睦是
社会稳定的基础， 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
存的基础。 但目前的世界情况却不容乐
观， 这将会直接影响未来世界的发展。

发达国家人们过量饮食导致很多人
患上了肥胖症。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还存
在毒品泛滥、 自杀率增高、 食品添加剂
危害健康 、 “少女妈妈 ” 等诸多问题 。

可以说， 科技的进步并未使人变得更加
健康和文明， 相反， 一些国家的人们不
知道节制自己的欲望， 进而忽视了真正
的身心健康。 书中还提到发展中国家的
生活状态， 人们还在为生存奋斗。 非洲
国家有很多人每天仅依靠不到

1

美元生
活， 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许多非洲国家
还被疾病和战争困扰， 大量的婴儿死于
战争和疾病。 在当代， 艾滋病病毒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一些非洲人的生命。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也是全人类的
悲剧。

因此， 在杰西卡·威廉姆斯看来， 我
们的未来世界将充满饥饿、 暴力、 疾病、

污染和混乱。

既然我们的未来世界充满了灾难，那
么这些灾难是否已经出现过呢？ 我们又该
如何反省历史？ 美国作家洛兰·格伦农在
其主编的《

20

世纪人类全纪录：黑色叙事》

一书中，回顾了
20

世纪以来人类世界所发

生的各种灾难。 可以说，

20

世纪是人类的黑
色， 全球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

地震、 飓风、 暴风雪等自然灾害， 是人类所
不可避免的。 但是， 战争、 饥饿、 疾病、 毒
品、 犯罪、 空难等， 则是人类能够避免的。

问题就在于， 人类并没有很好地阻止这些人
为灾难的发生。

在
20

世纪短短的
100

年内， 世界就发生
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整个

20

世纪， 科技的发
展给人类带来了诸多进步， 出现了飞机、 宇
宙飞船、 电视、 电脑、 因特网等革命性的发
明。 而科技也是把双刃剑， 人类为了满足自
己的私欲， 运用进步的科技将武器从步枪变
成坦克， 然后变成原子弹， 使这个世纪成为
战争与灾难最惨重的世纪。 所以， 人类在未
来世界能否生存下去， 取决于人类能否节制
自己的私欲， 能否以人道、 宽厚之心保护环
境， 发展自身。

20

世纪也出现了诸多悲剧 。 毒品的出
现， 暴露出人类自身的私欲是何等强烈。 人
类为了发展， 不择手段地破坏环境。 工业的
发展污染了大气、 水和土壤， 使全球出现了
糟糕的 “温室效应”。 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越
来越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状况。

同时， 霍乱、 鼠疫、 恶性流感等瘟疫也为人
类敲响了警钟， 艾滋病这一世纪绝症的流传
更是让人谈之色变。

人们希望能够预知未来， 但世界的发展
有太多的随机性， 我们无法对未来世界妄下
结论。不论世界如何发展，我们都应该理性地
看待未来。

美国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在其著

作《黑天鹅》一书中详尽地探讨了世界发展的
随机性问题。 欧洲人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
鹅之前， 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 后来，“黑天
鹅”成为他们言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指不可
预测的重大事件。生活中“黑天鹅”无处不在。

从次贷危机到东南亚海啸，从“泰坦尼克号”

的沉没到“

9

·

11

”事件，“黑天鹅”存在于各个
领域，无论金融市场、商业、经济还是个人生
活领域，都可以看到它影子。 因此，作者认为
历史的发展“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黑天鹅” 的冲击力如此巨大， 可人们
却因为它的不可预测， 往往对它视而不见。

当 “黑天鹅 ” 来临时 ， 我们应该怎么办 ？

其实每一次 “黑天鹅” 来的时候 ， 都给我
们提供了反省自身的机会， 也为我们打开
了窥探未来世界的窗口。 我们不能将 “黑
天鹅” 看作是一场意外灾难， 而要将它看
作是一次教训。 它的到来不仅会打乱我们
的生活状态， 也会改变我们对未来的预测，

因此我们要在 “黑天鹅” 的基础上寻找防范
未来灾难的方法。

对于人类而言， 地球只有一个， 生命只
有一次， 灾难可能随时发生。 我们所能做的
也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 珍惜每一个生命，

节制私欲， 爱护脚下的土地。

《黑天鹅》， ［美］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
勒布著， 万丹译， 中信出版社

2008

年
5

月出
版。

《

20

世纪人类全纪录： 黑色叙事》 ，

［美］ 洛兰·格伦农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年
8

月出版。

《大事件———决定人类未来的
50

件事》，

［英］杰西卡·威廉姆斯著，王晶、成芬、包特日
格勒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

欧洲电影人的
好莱坞之梦

好莱坞电影是一个大熔炉， 在里面， 欧
洲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好莱坞： 欧洲电
影人之梦》 一书重点探讨的就是欧洲的元素
如何进入好莱坞电影并对它产生影响的。 欧
洲元素进入好莱坞电影， 是与当时美国的移
民潮紧密相关的。 欧洲的导演和演员到了好
莱坞后， 深刻地改变了好莱坞的电影形态。

作者总结出了好莱坞吸收欧洲文化的三种模
式， 即 “模仿”、 “本土化” 以及 “杂交”。

随后， 作者对欧洲元素进行了具体研究， 提
到诸如德国的表现主义、 斯堪的纳维亚的北
欧传奇、 欧洲的哥特式风格、 英国的莎士比
亚和狄更斯、 古罗马的历史和达利的超现实
主义等元素， 都进入并影响了好莱坞电影。

作者认为， 随着全球化潮流的到来， 好莱坞
电影已经具有多国性。

此书由法国让·卢普·布盖著 ， 严敏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3

月出版。

【新书架】

“全国中小学美术作品评选活动”在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中
国教育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少工委等有
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已成功地举办了八届，受到有关
部门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 已成为我国艺术教育领
域中较高规格的活动之一。 为认真贯彻“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
划”的精神，以搭建学习和交流平台，推动学校艺术教育事业的发
展为宗旨，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主办

,

中国教育新闻网协办，

北京静鹤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承办的“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美术作
品评选活动”，现面向全国征稿，具体事宜如下：

一、征稿对象及范围：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及各社会力量办学
单位的学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老师和美术爱好者。

二、征稿要求：

1.

征稿内容：题材不限
,

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 作品临摹、创作均可。

2.

征稿类
别：（

1

）美术类：含国画、油画、水粉、素描、水彩、剪纸、儿童画、版画、

手工艺品及雕塑等；（

2

）书法类：含书法及硬笔书法（草、篆书请附释
文于作品背面），书法规格不超过

5

尺宣，硬笔书法不小于
16

开纸；

（

3

）摄影类：彩色、黑白照片均可（规格
5-12

寸）。

3.

所有来稿，每人
只限一幅作品。 请参赛者填写作品标签贴于作品背面右下角。 所有
参评作品均不装裱、塑封。 雕塑作品可用正、侧面高清晰度的照片，

进行参评。 投稿作品一律不退还，组委会有解释、宣传、处置权。

三、奖项设置：

1.

集体组：先进艺教单位（若干个）；

2.

园丁组：设金奖、银奖、铜奖、

优秀奖（若干名）；

3.

学生组：设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若干名）。

四、评选程序：

评委办将严格按照三审制度，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对来
稿作品进行初评、复评。 复评后的作品，进入入选行列，同时寄发
“入选通知书”和“入选登记表”，由入选者如实填写“入选登记表”

后寄回。评委办将根据“入选登记表”中的实际情况，将入选作品进行
汇总，由专家组进行终评，评出金、银、铜奖。 未获得前三名奖项的入
选作品，将被评为优秀奖以示鼓励。评委办将根据单位所投作品的综
合水平及组织工作等综合情况，评定“先进艺教单位”并颁发铜牌。对
在此次活动组织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老师将颁发组织奖证书。 学生
作品获得金、银、铜奖的辅导老师将颁发辅导奖证书。 获奖结果将于
7

月份揭晓。参赛单位和个人在寄出稿件
1

个月后，如没有收到回复，

请及时与组委会联系。

五、征稿日期：从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截稿（以当地邮戳为准）。

六、相关活动安排：

1.

为配合本次活动，组委会将部分优秀作品编
入《第九届全国中小学优秀美术作品选集》画册中。

2.

此次活动拟于
8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大会。 优秀作品展将依照历届惯例在
全国进行巡回展出，首站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颁奖大会同时举行。

3.

评选活动相关收费项目，均在不影响评选的前提下，按各自实际情
况，实行自出经费、自愿参加方式进行。

4.

详情可来电咨询。

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区慈云寺邮局
051

信箱
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美术作品评委办收

邮政编码：

100025

咨询电话：

010-85529869

全国中小学美术作品评选组委会
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美术作品评选活动作品标签（可复印或复制）

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美术作品评选活动征稿启事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辅导老师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投稿组别

通讯地址 邮 编

组织老师 联系电话
(

含区号） 校 长

备 注

请将以上内容正楷书写清楚，贴于作品背面右下角！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教科文卫办公室
503

室
联系人：韦老师联系电话：

0760-22345002

邮编：

528421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是闻名国内外的“中国灯饰之都”，是华南地区花
卉苗木种植基地和销售市场，是国家“卫生城镇”、“文明城镇”和广东省“教育
强镇”，从

2007

年
9

月起，开全国之先河在全镇范围内实施了
15

年免费教
育。 现根据事业发展需要， 决定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优秀教师。

一、 招聘对象：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美术、 地理、 历史、 体育、 心理学等学
科的在职骨干教师和优秀应届毕业生若干名。

二、 招聘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修养， 有系统、 扎实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 能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承担教学研究任务。

2．

身体健康， 心理素质良好， 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3．

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 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

4．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专业对口， 有研究生学历者优先考虑。

5．

在职应聘者需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男教师年龄
40

岁以下，

女教师年龄
35

岁以下。 有毕业班教学经历， 教学成绩优秀者， 优先考虑。

6．

县级及以上名师、 省特级教师、 市级以上学科骨干教师或学科带
头人优先考虑。

三、 招聘办法：

1．

应聘者， 请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前将个人身份证、 学历证、 教师
资格证、 专业技术资格证等相关证件、 证书的复印件， 亲笔书写的个人
简历及联系电话邮寄 （或送） 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教科文卫办公室。

2．

初审符合条件者 ， 通知参加面试和考核 ， 择优录用 ， 应聘
材料恕不退还 。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招聘中小学教师

广州英豪学校创建于
1993

年，是全国著名的寄宿制民办学
校，也是全国较早实施数字化、信息化校园工程的学校。学校地处
广州从化市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山环水绕，四季如春，风景秀
丽，空气清新。学校占地面积

48

万平方米，总投资
6.5

亿元人民
币，设有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国际教育中心，学校倡导素质教
育和精英教育，已培养出广东省英语高考“状元”、全国中学生托
福“状元”，并有学生考取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
学等世界名校。

2008

年，世界名校剑桥大学考试院，特授权英豪
学校为华南地区考点，英豪学校被誉为“世界名校直通车”。

现向全国招聘中、小学及幼儿园各科优秀教师及生活指导教
师。

一、招聘要求：

1.

中、小学各科教师：教学工作及班主任工作业绩优秀的
各学科中青年教师

(

中学教师的一般性要求为：本科学历、中
级职称、有

5

年以上教龄；小学教师的一般性要求为：师范类
大专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教育素养，有特长

)

。 现在中等以上
城市或富有高考教学经验的教师优先录用。

2.

生活指导教师：大专以上学历。 有班主任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幼儿教师：具有
3

年工作经验，学前教育大专毕业，英
语老师和艺术老师优先。

二、教师待遇：

1.

工资：小学年薪
5

万
-7

万元，初中年薪
5

万
-8

万元，高
中年薪

6

万
-10

万元。

2.

聘用人员一经试用合格转正后，可办理人事调动、户口
迁移，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享受与公立学校同等的晋级、职
称评定。

3.

学校提供住房，住房内提供温泉水、家具等部分生活用品。

4.

国际教育中心招收剑桥
A-Level

国际高中课程数学、

物理、化学、英语、经济学科教师，有意者请登录
http://www.

ycid.net

。

三、所需材料：

应聘者请寄本人简历、自荐书及身份、学历、职称、资格、

业绩等证件的复印件及近照一张给聘用部门（中、小学），并注
明联系电话、邮编及地址，以便联系。

未经学校通知面试者
,

恕不接待。

四、联系方式：

学校网址：

http://www.yh2000.com

（或
http://61.140.78.113

）

通讯地址：广州从化市流溪温泉旅游度假区广州英豪学校（应聘部门）

邮政编码：

510960

各部门招聘联系电话：

中学联系电话：

(020)87841190

小学联系电话：

(020)87841183

幼儿园联系电话：（

020

）

87841188

国际教育中心咨询电话：（

020

）

87841968

招生咨询电话：（

020

）

87841188 87841189

各部门相关情况、招聘信息及其他联系方式请上学校网址查询。

广广广州州州英英英豪豪豪学学学校校校招招招聘聘聘启启启事事事

学校地址：安徽省桐城市老梅经济开发区 通讯地址：安徽桐城吴汝纶公学人力资源部（

231400

）

联系人：周老师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56-6982508 0556-6982511

转
8079

学校网址：

www.wrlgx.com

电子信箱：

wrlgx888@sina.com

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诚安徽桐城吴汝纶公学
� �

安徽桐城吴汝纶公学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式民办学校。 交通便
捷， 环境优美。 校园面积

350

余亩， 总投资
1.5

亿元。 设有高中
部、 初中部、 小学部、 幼儿部。 现有

86

个教学班，

3500

余名学
生。 因学校发展需要， 现面向全国招聘教坛精英。

一、 招聘岗位
副校长 （分管教学）、 学部管理干部。

中小学各学科优秀教师
/

德育教师、 厨师。

二、 招聘条件
1.

副校长（分管教学），学部管理干部：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

年龄
45

周岁以下，中级以上职称，有大型民办学校管理经验。

2.

中小学教师普通话达标， 中学教师须本科以上学历，年
龄

45

周岁以下 ；小学教师须专科以上学历 ，年龄
35

周岁
以下 。 学科奥赛教练 、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 、优秀班主

任 、有高考辅导经验的美术和音乐教师优先聘用 。

3.

德育教师须高中 （中专） 以上学历， 退伍军人优先； 厨
师须持有厨师证、 健康证等相关证件。

三、 聘用待遇
1.

副校长 （分管教学）， 学部管理干部， 待遇面议。

2.

高中教师年薪
5

万
-7

万元，初中教师年薪
3

万
-6

万元，小
学教师年薪

2.5

万
-5

万元，德育教师和厨师年薪
1.2

万
-2

万元。

3.

学校免费提供住房， 办理职称评定和医疗养老保险、 解
决子女入学等。

有意者请将毕业证、 教师资格证、 普通话证、 职称
证、 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及能够证明自己能力的各种证
件的复印件和近期生活照一张， 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前
寄（发） 至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