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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大连 教师科学流动激发“活水效应”

大连市第四中学的王惠芝校长算起
来很快就要到了退休年纪， 但是对于退
休，她的心情是坦然的。 在她的带领下，大
连四中已经从

5

年前 “生源到了非常危险
的境地”中跋涉而出。 今年

3

月，学校荣获
“大连市沙河口区百姓满意学校”称号，学
校已经进入全区中等偏上水平，步入快速
成长期。

5

年前， 王惠芝在大连市的热点校大
连第七十九中学任副校长， 工作体面，平
时在外面报起家门来总会有人竖大拇指。

但是， 她的舒适生活却因一纸调令而改
变，教育局要求她参与教师交流，带领一
批教学骨干到大连四中做领头雁，尽快改
变这所学校面临的

4

个生源都很难招来
1

个
的尴尬状态。 “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非常
不情愿，当时心想在七十九中即使做一名
普通教师也比来这儿强。 ”对于必须参加
交流的要求， 王惠芝当时真有些想不开。

但是，她自己也没想到，在教师交流等一
系列政策的倾斜下，经过艰苦努力，

5

年下
来，眼看着就要散架的学校重新恢复了生
机，她也因此开创出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如今，在大连因教师交流而带来的改
变不胜枚举。 在当地，大面积、高比例的教
师交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

5

年，大
连市共有

5631

名教师实现跨校交流， 交流
教师人数超过所有符合交流条件教师人
数的

50％

，其中，交流市区级骨干教师
1878

人，超过总数的
33％

。 这座城市的教育生态
因深入实施的教师交流发生着深刻改变。

教师交流
因教育均衡而动

教师交流也告别了以往以民间
选择为主的格局，真真正正成为一种
政府行为

大连的教师交流， 从
2002

年便开始摸
索，而全面推进是在

2004

年。

彼时的大连已经在推进教育均衡发
展上作出诸多努力。 在全面实现 “普九”

后，大连市将城区作为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的重点，先后花大力气解决各区学校办学
条件均衡的问题，同时采取把优质高中招
生指标平均分配到各初中的办法，一方面
弥补学校之间的硬件差距，一方面调节生
源流向，平抑择校风。

要高水平、 高质量地推进教育均衡，

难题很多，挑战也很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连市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学校的差距最
终将是软件的差距，而学校的教育质量和
管理水平的差异又是其突出表现，均衡发
展的核心是人的问题。 认识到这一点之
后 ，如何 “调师 ”成为当地重点思索的问
题，被摆上重要议程。 “必须改变长期以来
教师为学校所有的现状，也只有这样才有
可能将教师资源打通，在整个区域内统筹
使用，进而使热点学校不至于过热，同时
有效提升相对薄弱学校的师资水平和魅
力。 ”大连市教育局局长骆东升说。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大连开始了畅
通人力资源均衡有效渠道的探索。 当地要
求，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有力措
施，建立健全教师交流机制，使教师交流
成为一种广泛行动。 尤其是构成中心城区
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

教师交流要全面铺开。

既然要进行广泛的教师交流 ， 那么
到底要交流哪些教师才更有力度， 能达
到更佳效果呢？ 经过仔细推敲， 大连市
教育局明确规定， 每位教师在一所学校
工作年限为

6

年， 最多不超过
12

年。 对于
已满服务期限的青年教师， 原则上应在

3

年内予以校际之间交流。 学校领导干部
每届任期

3

年 ， 任满两届必须交流 。 同
时， 不提倡年满

45

岁的女教师和年满
50

岁
的男教师进行交流。

“我们之所以不鼓励工作不满
5

年和
年龄偏大的教师进行交流，主要考虑工作
未满

5

年的教师还属于新教师， 处于成长
期， 贸然交流将不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

而年龄偏大的教师可能动力不足。 ”大连
市教育局人事处邵正建处长说，大连教师
交流工作的核心是要让教师队伍当中的
中坚动起来，推动骨干教师流动，求最大
效果。

对于教师交流，

2004

年大连市政府下
发文件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政府强力推进
之下，大连市各区县将教师的管理和使用
权从学校上移到区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
进行管理和调配。

从此， 好教师再也不只是校长们的
“宝贝”，到了一定工作年限，符合交流政
策，必须从该校流出，并且要人走关系动。

大连市第四中学的王惠芝正是在这种背
景之下从热点学校走上流动之路。 而教师
交流也告别了以往以民间选择为主的格
局，真真正正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教师交流
在博弈中深入

行政命令之下必须辅以激励机
制，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师交流的
软着陆

每所学校每年交流教师的比例不能
低于

10％

， 如此高比例的教师交流在当地
引发不小的震动，毕竟，这种交流不是去
支教一年半载，而是连根拔。

2004

年， 刚到大连市实验小学上任的
孙荣君校长正好赶上了第一波教师大交
流，走马上任不久的她很想在这所在大连
教育发展中留下很重一笔的学校有一番
作为，但是没成想，还没等放暑假，她就碰
上了教师交流。

“有好老师才能确保好学苗， 这个道
理谁都明白，实话实说当时对教师交流我
是有怨言的。 ”面对区里要求学校必须交
流走

8

名教师的要求， 孙荣君为此找过相
关领导，哪怕能缓一年也行。

当时有抗拒情绪的岂止校长、 教师，

不少家长同样不愿意。 同样是这所学校，

因为一位老师要被交流，班上许多家长为
此上访到区教育局，第二天，学校做工作，

不少家长请假来给学校施压，呼啦拉来了
十几位。

一下子要让这么多老师连根拔，难度
可想而知！ 据大连市教育局有关人士介
绍，当地推动教师交流，初期主要依靠行
政命令强推，学校必须把教师交流当作一
种责任和义务。 “在很大的阻力面前，我们
必须确保教师流动起来！ ”回顾过往，西岗
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石丽杰说，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当时的交流有着为交流而交流
的味道，从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有
的学校的特色受到一定的影响，有些教师
被交流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

行政命令之下必须辅以激励机制，只

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师交流的软着陆。 为促
进干部、教师交流，大连市教育局规定：自
2005

年起， 评选特级教师以及市级以上模
范、优秀校长和教师必须具备在薄弱学校
任职和工作

1

年以上的经历； 自
2006

年起，

凡申报中学教师高级职务评审的专任教
师以及参评和续评市、区级骨干教师称号
的教师， 必须有异校交流任教

1

年以上的
经历。 其他干部和教师在评职和晋级时，

也要把其在薄弱学校的工作经历和业绩
作为重要的依据之一，给予重点考虑。

为促进教师交流，大连市教育局制定
了《中小学教师交流工作的评估意见》，每
年对各区县教师交流工作的推进度和师
资的均衡度进行评估，市政府专门设立了
奖励资金， 每年拿出

1000

万元用来奖励教
师交流卓有成效的区县。

为让教师有更多动力参与交流，各个
区县也在运用好激励机制上动足了脑筋。

甘井子区投入专项推动实施 “‘三百’工
程”，即百名首席教师进入薄弱学校交流，

百名获得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进行异校
聘任交流，百名骨干教师交流。 对于交流
的首席教师，每月发给专项补贴；对于获
得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异校交流的提前
兑现工资待遇。

在沙河口区， 许多教师同样因这类
政策而受益。 当时， 该区有不少教师已
经获得高级职称， 但因本校名额限制不
能聘上 。 教育局专门向区里要来政策 ，

如果这些教师同意参与交流， 立即给予
相应的职称聘任， 并兑现待遇。 这些实
实在在的政策对于教师流动起到了不小
的作用。

甘井子区作为大连中心城区中唯一
涉农区，有近一半的地域是农村，如果非
要推动全区教师大交流会很困难。 针对这
种现实状况，大连市决定允许各区根据实
际情况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 在当地，除
了区域内的大交流，还存在着强弱对口交
流、小区域内交流等多种形式，当然，目的
只有一个，让教师能真正动起来。

同时， 为了防止学校 “藏匿 ” 骨干
教师、 减少暗箱操作， 大连市要求各区
每年的交流名单、 分派结果要在网上公
示。 “这样做既是为了公开透明， 另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导公众， 消减家长
对学校师资的神秘感和择校意愿， 促进
教育秩序的构建。” 骆东升说。

教师交流
在探索中精细

通过加强教师交流的指向性，实
现相对薄弱学校的快速“绿化”，缩小
校际差距

大连的教师交流是在摸索当中逐步

走向细化的， 弯路也曾经走过。

推动教师交流最初两年， 曾有一个问题
比较突出， 想让谁走， 想让谁来， 基本是校
长们之间的博弈。 大连市教育局有关人士介
绍， 在这种情况下， 校长们都想把自己看不
惯或者工作积极性不太高的教师交流出去，

这样的交流显然无法达到相应的效果， 更不
会起到引领和激活的作用。

当然， 问题并不止于这些。 在西岗区，

有一所小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剪纸为特色， 学
校为此还开发了校本课程， 但在教师交流当
中， 学校特色的领衔教师却被交流走了。 这
种交流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该校的剪纸特
色被突然中断， 为此， 家长怨言很大。

根据现实调整成为必然选择， 教师交流
政策也正是在这种调整中逐步细化、 逐步完
善的。 据石丽杰介绍， 针对有些学校借教师
交流之机向外推教师的情况， 该区于

2007

年
进行政策调整， 规定学校年度考核排序靠后
的教师暂不进行交流。 同时， 细化政策， 在
教师交流中充分重视对学校特色的保留， 规
定凡涉及学校特色维持的核心教师， 谨慎交
流， 如果非要交流， 必须等相关教师带出徒
弟后才能进行。 “当然， 我们也防止保留特
色成为学校阻碍教师交流正常进行的理由。”

沙河口区教育局局长崔冬光介绍， 特色学科
教师以省级认定为依据。

如今， 在大连， 考虑到家长的感受和要
求， 教师交流尽量不涉及毕业年级的主要教
师。 “如果教师所授班级面临毕业， 非要交
流走这名教师， 家长往往会给予很大阻力。”

孙荣君说， 毕竟家长这一关也非常重要。

几年摸索下来 ， 教师确实真正动了起
来。 此时的大连市很快又将教师交流推向深
入， 即告别为交流而交流的初级阶段， 加强
教师交流的指向性， 有意识地交流骨干教
师， 更加关注强弱对接， 为薄弱学校的快速
提升服务。 邵正建介绍， 最近几年， 大连教
师交流更加注意学科建设， 面向教研组、 学
校管理团队建设交流教师干部。 “在这个阶
段，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实现强校和弱校的
对接被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们希望通
过加强教师交流的指向性， 把优秀教师送到
薄弱学校， 实现相对薄弱学校的快速 ‘绿
化’， 缩小校际差距。” 骆东升说。

如今， 在大连， 教师交流变得越来越人
性化。 现在， 交流之前， 教师先报

3

所志愿
学校， 并且详细标明家庭住址、 乘车路线。

在此基础上， 各区教育局人事科统筹考虑，

最大程度上满足教师和学校的需要。 其中被
交流教师到学校最多换乘一次公交车， 两次
以上肯定不会予以安排已成为一种共识。

每一年， 每一所学校都要为交流出去的
教师开欢送会， 为交流进来的教师开欢迎
会。 大连在这些细节上做好工作， 就是要让
所有交流教师都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有更
多的机会融入新的集体， 尽快发挥出自己的
能量。

教师交流
让教育充满生机

从输血到造血， 教师交流不但要
为均衡化服务， 还要通过交流促进教
师的专业化发展

“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城市
4

区每所学校
的每个学科都有学科带头人， 尤其是薄弱学
校每个学科都有区级以上学科带头人。目前，

各区各个学校骨干教师比例大体持平。”邵正
建介绍，深入实施

5

年后的教师交流已经为大
连市教育带来重大转变， 学校之间师资贫富
差距悬殊的局面已悄然改变。

我们非常感谢教师交流！ 沙河口区西南
路小学林惠勤校长对于教师交流颇有感慨。

她所在的学校现在已经成为辽宁省卫生工作
先进单位，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学校，在此之前
学校一直籍籍无名。“那时这所学校的教师素
质和施教水平都值得商榷， 但教师交流特别
是在倾斜性交流政策的帮助下， 学校的教师
队伍更新了一多半， 骨干教师群逐步搭建起
来。”林惠勤说，教学质量提升有目共睹，更让
人高兴的是学校正在逐渐培育出自己的特
色，“原来学校音美不太突出， 交流让相对特
长的教师进校，学校音美特色得以培育，如今
课本剧在区里已是小有名气。 ”

而原本对教师交流并不情愿的优质学
校，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变化。 “现
在来看，教师交流并没使我们元气大伤！ ”孙
荣君说，虽然最近

5

年，从实验小学走出的教
师达

20

多名， 从外校交流来的教师也有
20

多
名，但整个学校依然欣欣向荣，并且交流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原来学校师资状态相对
稳固，新教师冒尖缺少缝隙，教师交流为新人
的成长提供了空间。 “几位市级、区级骨干教
师交流后，新的骨干很快冒了出来。 ”孙荣君
感叹，教师交流把教师成长这盆水搅活了，并
且教师交流不单单带来人的更替， 更重要的
是为学校文化的重新交融带来了契机。

正是因为有教师交流的压力，促成大连实
验小学更加重视合作研究氛围的构建。为了促
进教师的成长，该校积极采取校本研修、同伴
互助、专家引领等方式，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
长。 不少交流过来之初本不是很突出的教师，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快的成长。

在大连， 教师交流让热点学校不至于过
热，同时促进了薄弱学校的提升，促进了教育
均衡。同时，当地希望出现的通过教师交流促
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学校文化杂交的局面也
正在形成。

西南路小学的胡婕老师是从刘家桥小学
交流过来的，在此之前已是区级骨干的她认为
新环境对其成长很有推动。 “不管在原来学校
做得怎样，到了新学校都要重新开始，展示良
好的自我。 ”胡婕说，换了新环境，哪怕是小毛
病也得隐藏隐藏，更不要说尽快找到自己的位
置了。 胡婕认为交流让她重获个人发展的活
力，“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风气，在这个包容性
很好的学校里，学校为我的成长打造了很好的
平台。”胡婕说，教师交流展示会让她感到了成
长的压力，丰富的教研活动让她感到了成长的
力量，变换让她找到了改变的动力。

“

2004

年的时候， 沙河口区有
4

所热门学
校，现在看，这类学校达到了

7

所，热点得到了
很好的分散，群众择校的情绪减弱了。 ”崔冬
光说，其中，教师交流的作用非常明显。“更为
可喜的是，如今教师交流逐渐被大家接受，交
流已经从一种制度转变成一种文化， 对于教
师交流，教师的心理接受能力越来越强，很多
教师已经在心目中把自己当作区域人了。 ”

“其实，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如
果没有教师交流，只有校长才有机会去学习、

引进，大面积、高比例的教师交流无疑丰富了
学校间的交流，大连希望在‘抽血’同时刺激
了‘造血’。 ”骆东升说，大连正在推动教师交
流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由侧重于输血到造血，

教师交流不但要为均衡化服务， 还要通过交
流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在这个阶段，促成
学校文化的杂交已成为重要目标。今年，大连
将进一步完善教师交流制度， 着重提高骨干
教师的交流力度， 同时继续增加区域内优质
师资学校和相对薄弱学校的教师交流数量，

让大连的教育更均衡，更具活力。

交流让我绽放新的理想之花
2006

年， 是我从教生涯中发生转折的
一年。

8

月， 根据中山区教师交流政策， 怀
着对原校的留恋， 怀着对新学校的陌生与
困惑， 我交流到了大连市第四十中学。 交
流之前， 对于已经在中山区十六中学工作
10

年的我来说， 四十中学的一些情况再熟
悉不过了： 少得不能再少的学生、 破旧不
堪的校舍、 落后的教育教学硬件、 不太配
合的学生家长……我简直都不敢再想。 想
想十六中便利的交通、 丰厚的待遇、 现代
化的办公条件、 领导的欣赏……真不知自
己去了之后会怎样？ 听说有些地区的老师
因不愿交流有的抱病在家休息， 有的干脆
辞去公职， 有的……难道我也会像他们那
样吗？ 为此， 有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寝食
难安， 也曾经无数次幻想着去那里的最坏

结果， 终于， 在忐忑不安中我来到了四
十中学……

而今， 两年多过去了， 与预想大相
径庭的是， 我收获到了从教十余年来难
得的一种巨大的幸福感。 领导的赏识与
呵护， 同事的尊重与关爱， 家长的支持
与信任， 学生的进步与成长， 让我充满
着热情与力量， 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充满
了阳光。 有一首歌的歌词最能表达我现
在的心情， 那就是“我愿意， 我愿意为
你” ……

交流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自己

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006

年
8

月
以来， 先后有

12

名教师和我一样交流到第四
十中学， 这些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 带来了
各种各样的教育教学风格， 带来了精彩纷呈
的教学方法， 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 每个人
都在展示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让我大开眼
界。 在教研组活动中， 在集体备课里， 在课
堂教学上， 不同的模式和思路如涓涓细流汇
聚成了宽阔的海洋， 我充分享受到了集体智
慧的无穷魅力； 在学校先进的管理理念和
办学思路的引领下， 在具有第四十中学特
点的各类班级管理和教学比武活动中， 我

的专业水平的提高突飞猛进； 在孩子们的
信任、 同事们的帮助下， 我的班级管理理
念和教学方式也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我的
工作状态已从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逐渐转
变为品味幸福的事业追求， 我看待和处理
教育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从偏激、 武断渐渐
转变为理智和果断。 我在第四十中学创造
的“七步课堂教学法” 成功地运用到教学
实践中， 并在大连市“绿洲联盟” 听评课
的活动得到了推广， 自己任教班级学生的
数学成绩也跃居年级第一名。

借鉴同样交流来的老师的经验， 我自编

的“家校联系本” 创造了将一个上初中以来
语文

7

次不及格、 英语
150

分仅考出
1

分的学
生转变为语文稳居及格行列、 英语达到

118

分的学生。 而我也由一名“借鉴经验型” 教
师发展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研究型” 教
师。 教师交流制度让我进入了事业发展的第
二个巅峰期， 让我的人生进入了又一个崭新
的阶段。 我先后被评为大连市“青年岗位能
手”、 “中学学科骨干”， 中山区“十大青年
岗位能手”， 并获得“东北三省四市评优课
一等奖”。

“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豪情满
怀” 。 我将与更多交流来的老师们一起，

打造团队精神， 分享教育给我们带来的饕
餮大餐， 和学生一起在第四十中学校园不
断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 为学校教育的美好明天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正视负面因素
推动深入交流

大连市大规模、高比例的教师流动对
于加强薄弱学校建设、 缓解择校压力、促
进校际均衡起到了积极作用，无疑是制度
性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但冷静而
言，任何制度和政策在达成预期目标的同
时， 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其他负面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教师流动中，有下列问题需
要我们去思考和审慎对待，这有助于我们
在推动教师交流当中取得更佳的效果。

应关注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恋
感可能受到弱化的问题。 尽管目前教师
普遍有职业倦怠感， 但相比其他职业，

多数教师对原组织拥有更强的归属和依
恋心理。 这种心理是工作安全感、 集体
荣誉感的重要基础， 也是团队意识、 主
人翁意识、 个人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发挥
的基本保证。 学校需要教师的归属感来
积聚向心力， 同样教师需要这种归属感
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追求， 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对成就、 对自尊、 对自我价值
的追求。 教师在制度制约下的被迫流动，

或是每隔若干年无奈地进入一个新的学
校， 重新去适应环境、 人际关系、 领导
风格、 学校文化， 无疑会产生孤独无助，

乃至被抛弃的消极感受。 缺乏归属感，

必然难以很好地融入新学校， 在情感上、

心理上与新集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而
影响工作热情和工作效能的发挥。 为此，

在教师的正常流动过程中， 如何通过相
应的管理手段， 尽快让新流入的教师融
入并建立起对学校的心理归属和团队合
作精神， 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举
行迎送会固然好， 但远远不够。 校长与
新加盟教师的谈心制、 教研团队的共同
活动、 在了解的基础上发挥其个人专长
等都有助于增强这些教师的归属感。

需关注教师交流对学校文化的培育
和延续可能造成的损伤。 在长期的办学过
程中逐渐形成有特色的办学风格和学校
文化， 是一所学校得以持续发展的灵魂。

共同的价值追求、积极的群体舆论、强烈
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和谐的人
际关系、以激励为特征的管理制度以及先
进的办学理念等， 使学校充满生命活力，

教师工作充满激情和希冀。 但教师的频繁
流动，尤其是校长每两届调动一次，使得
校长和教师长期处于环境适应和文化调
适之中。 能否很好地适应是个未知数，进
一步发扬光大就更难了。 事实上，每位校
长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式，关
键在于新校长上任后如何将个人管理风
格与学校传统文化、个人的办学理念与学
校的原有发展规划很好地实现整合。 从一
定意义上说，当校长、教师流动制常态化
后，新校长更重要的是调适，不是即刻展
示个人的管理能力，更不是迫切地实现破
旧立新。 当然，适当延长校长的任职年限
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同时， 应关注临时观念及由此产生
的不思进取心态可能得以滋生的现实。

教师流动制的一个设计思想是： 人总是
期望在新集体中更好地表现自我； 即便
是平时工作较差的教师， 也会在新学校
中以更好的形象出现。 笔者认同这一观
点。 问题是， 教师的这一“表现欲” 能
维持多长时间？ 总体而言， 我们的教师
队伍自我发展积极性不高、 动力不足，

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对自我专业提升、

教育教学效率提高似乎缺乏追求。 在此背
景下，教师每隔几年换一个学校，更易产
生临时观念———反正过几年又要换学校，

何必有什么大作为、新追求？ 由此引发工
作惰性， 对学校组织的业务活动缺乏热
情，对本职工作“不求更好，但求无过”。 如
果校长有这样的心态， 更将产生严重后
果。 为此，如何防止这种负面心理，充分利
用调动初期“表现欲”这一有利契机，进一
步“激活”教师的工作状态，是制度设计者
和校长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标责任制、工
作考核制、成长规划制等管理手段也许有
效，但更重要的是“做心的工作”，让新进
入的教师感受到在新的学校受到领导和
同事的关注、尊重和期望。

此外， 在教师交流当中， 应进一步
关注学校特色建设进程， 防止其受到可
能的损害。 在实现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
同时， 如何让每个学校办出各自的特色，

以特色兴校， 是该制度设计者必须思考
的后续课题。 通常情况下， 特色学校始
于特色项目， 而特色项目又依赖于若干
位特长教师。 也有学校通过教育教学课
题研究来培育特色， 或依靠骨干教师设
计和组织特色活动来张扬特色。 而这些
特长教师、 课题研究主持人、 骨干教师
的调离， 会严重影响正在建设的学校特
色， 或使业已形成的特色消退甚至消亡。

所以在执行刚性流动制的同时， 要充分
评估这些特色建设关键教师调离后可能
造成的影响， 并采取一定的应对之策。

上述是笔者对教师流动制可能隐含
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不是质疑， 更不反
对， 只是希望教师流动制更完善。

在过去的
5

年里，大连市共有
5631

名教师实现跨校交流，所交流的教师人数超过所有符合交流条件教师人数的
50％

，其中，交流
市区级骨干教师

1878

人，超过总数的
33％

。 大面积、高比例的教师交流，在大连不但早已成为可能，而且已成为常态。

■

本报记者 王友文

交流当中， 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依
恋感可能受到弱化， 学校文化的培育和延
续面临挑战， 临时观念及由此产生的不思
进取心态可能得以滋生……

■

浙江省教科院副院长 朱永祥

■

大连市第四十中学 沙丽娟 当事者说

交流到春柳小学的时岩正在和学生一起上课。 时岩是大连市骨干教师、 大连市优秀教
师，

2006

年交流到春柳小学， 她的到来使该校的音乐教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