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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吴水洋

2019年，我在南京参加了一次

督学研修班，5天下来，电脑里多出

来万字笔记，心里多出来沉甸甸的

收获、沉甸甸的责任。

一、督学要有专业性
一项工作、一份职业乃至一个

行业的权威性，首先来自其专业性。

无论就知识理论，还是能力素

养层面来说，督学就是一个“多面

手”，既要懂教育教学，又要会管理

沟通，更要懂教育法规政策，其他诸

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法

学、教育社会学等方面的学问也都

应该懂一些。

什么都会也有问题：容易导致

不知轻重缓急，乃至迷失方向目

标。为此，督学需要思考的是“主

业”问题，即如何分清主业、聚焦主

业、攻克主业。

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人，纪检

干部的主业是执纪监督，那么，督学

的主业究竟是什么呢？

培训期间我每每陷入深思，最

后总结出八对需要厘清的关系：

一是“督”与“导”的关系。两者

构成督学工作的两翼，如果一定要

分个主次出来，应是“督”为主，“导”

为辅，才能督得精准，导得明白。

二是“督”与“管”的关系。不

能以“督”代“管”，也不能以“管”代

“督”，不能随便耕人家的田，要有

“到位补位但不错位越位”的边界

意识。

三是“督”与“赏”的关系。“赏”

（激励、调动）是工作的手段、策略与

艺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督”。

四是“督”与“服务”的关系。“服

务”是督导过程的副产品，并不是

“督”本身，不能因“柔软善良”而忘

却“督”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五是“督”与“护”的关系。督

导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基层的工作

积极性和成果，但不是做“老好

人”，该坚持的底线和原则还是要

坚持，做到“督”中有“护”，促进教

育事业发展。

六是把“导”字二分，有“指导”

与“引导”的关系。“指导”针对学校

管理与教育教学等具体事务，“引

导”针对办学大方向，贯彻教育方针

政策，“引导”的使命和责任比“指

导”更为重要和艰巨。

七是挑刺与点赞的关系。挑刺

是发现问题，点赞是宣传成绩，是工

作上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挑刺为

主，点赞为辅。点赞是为了更好地

挑刺。

八是政策法规性业务与教育教

学类业务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

但目前似乎更应加强前者。

督学的策略与艺术诚然需要，

但要服从服务于督学目的，不能颠

倒。督学要用“督”和“导”两只手

“弹钢琴”。“督”在本质上使督学易

处于矛盾焦点，难免要当“报警器、

乌鸦嘴”，而非“迎春花、报喜鸟”。

当然，督学也不应做“学舌鹦

鹉”或“扑火飞蛾”。要分清现实、理

念和理想，勇于实践，不忘记“主业”

与初心。

二、督学要有权威性
要保证权威性，得有资源和手

段，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长牙齿”。

衢州市总督学曾金松在培训班结业

式上讲得好：“让督导工作（督学）长

点乳牙。”这个定位不错。

督学工作确需要长点牙，但长

什么样的牙？是“青面獠牙”吗？我

看大可不必，故意吓人的是“纸老

虎”，最后弄得个狐假虎威，自欺欺

人。长点乳牙就足够了。

牙齿本身要清洁留香，需常清

洗常护理，不能满口黄牙臭牙蛀牙，

熏死人吓死人。督学也应常学习常

反思常提升，不断检查修正自己的

督学行为，不能吃老本，让“牙齿”发

黄发臭。

牙齿长出来是要用的，用进废

退。当然未必时时都用，一碰到事

首先就想到用牙齿狠咬要不得，还

是应先礼后兵。牙齿就让它像尚方

宝剑、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备而不

用，有备无患，一旦“利剑出鞘”，就

要“每击必中”。

牙齿怎么用？既要咬得准，还

要注意时机，不能乱咬一通。咬完

之后，别忘了给对方及时止血疗伤。

三、督学要有情怀和信仰
权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督学

的权威来自教育情怀与事业信仰，

由此持续激发出专业反思与智慧担

当。无情怀无信仰，则专业性再强、

“牙齿”再多也会走向反面，挂块督

学招牌为个人谋私利。

朱自清先生曾云：“教育工作者

应有教徒一般的虔诚。”诚哉斯言。

督学作为广大教育人中的优秀群

体，对教育督导工作更应有虔诚执

着之心。

督学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权

威，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以“立德树

人、五育并举、全面发展”为核心内

容的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偏不倚贯

彻到底，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落地，是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教育现代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

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基层学

校和师生家长。

□海盐县于城小学 李 青

前不久，笔者观摩了海盐县地方课

程优质课决赛阶段的4节课，执教内容

是《人·自然·社会》中四年级的《江南古

民居》和六年级的《宜居家园靠大家》。

学生通过学习地方课程，实际上学习的

是家乡文化。怎样把教材中的内容跟我

们海盐的地方资源和特色结合起来，成

了这节课的关键。令人欣喜的是，这4

节课上得很成功，都关注到了地方课程

的内涵。

反思我们平时的地方课程教学，往

往存在着以下问题：教材拿来就用，体现

不出地方特色；课堂活动很多，但效果不

好；情感教育不到位，学生很难产生共

鸣；缺少整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一、地方课程教学应树立本土意识
地方课程体现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承载着传播地方特有文化和精神的使

命。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本土意识，

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加入本地的风景

名胜、土特产品、风俗习惯等资源。

《江南古民居》一课列举了乌镇、西

塘、八卦村和俞源村4个古民居，并介绍

了它们的建筑风格和特点。但这4个古

民居中，没有一个是我们海盐的。怎样

挖掘海盐本地的古民居，呈现海盐的地

方特色呢？向阳小学的朱老师通过视

频，呈现了沈荡钱家祠堂和西塘桥古民

居，让学生们跟着她的脚步畅游，使学生

们兴趣盎然，成就了这节课的精彩。

二、地方课程教学应树立活动意识
地方课程通过活动实现育人目标，

活动形式要为教学内容服务。由于地方

课程的特殊性，很多内容需要课内与课

外活动相结合才能实现。

《宜居家园靠大家》一课中，行知小

学的富老师在课前让学生围绕“海盐是

否是宜居城市？”这个问题，在学校里开展问卷调查。

课堂上，富老师根据学生的统计结果，针对做得好的方

面，开展“夸海盐”活动；针对存在的不足，让小组讨论，

商量对策，开展“议举措”活动；在此基础上，开展“争做

代‘盐’人”活动。有的小组向大家展示“五水共治”手

抄报，有的小组用海盐方言以“三句半”形式夸海盐，把

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做到活动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三、地方课程教学应树立情感意识
地方课程的实施着眼于让学生在了解本地区的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内容的基础上，激发学生

爱家乡、爱乡亲的情感。因此，在地方课程教学中，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目标实施最重要。教师只有自己对家乡

产生深深的情感，才能在教学中以情带情，以情传情。

于城小学的陆老师为精彩呈现《江南古民居》一

课，利用双休日时间，走进澉浦镇毕云程故居和朱家老

宅、武原北大街古民居，对建筑特色进行详细记录和拍

摄。正是源于对家乡古民居的这一份热爱，才有课堂

上对学生声情并茂的呈现，让学生在她的循循善诱中，

学到知识，掌握方法，产生触动，纷纷对如何保护家乡

古民居献计献策。

四、地方课程教学应树立综合意识
地方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在教学

中，教师要树立综合意识，关注地方课程与其他课程整

合，特别是与科学、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

整合，寻找它们之间的交叉点和结合点。教师在课堂设

计时要根据内容，利用多种手段呈现综合性的课堂。

向阳小学的朱老师在总体介绍了江南古民居特点

（白墙黛瓦、精巧雅致、傍水而建）后，设置了“拼江南水

乡图”的环节，学生4人小组合作游戏，像综合实践活

动课一样，课堂氛围出奇地好，学生收获了满满的成功

感。天宁小学的唐老师在教学《宜居家园靠大家》一课

的最后环节，带学生齐唱歌曲《爱家爱海盐》，用歌声表

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宁波市镇海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刘 波

前不久，宁波市镇海区开展了

一次主题为“教科室主任的角色定

位与业务成长”的专题论坛，4位学

校教科室负责人结合《教师微型课

题研究指南》一书的阅读和自己的

工作实践，畅谈心目中理想的教科

室主任形象，让更多同行明确了自

己的努力方向。

《今日教育》2019年第4期发表

了《基层学校科研室老师的角色定

位》一文，作者是上海市某区教育科

研工作管理者，文中提到学校科研

室（教科室）教师面临着非常尴尬的

处境和地位，如穷于应付各种材料、

自身研究能力不强、被一线教师瞧

不起等。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专业刊

物关注。早在2010年，《教师博览》

杂志也做过一期“教育科研的价值

和力量”专题探讨，说教育科研是个

尴尬话题，大多数学校负责教育科

研的职能处室成为一种摆设，没有

发挥应有职能。

笔者曾在基层学校担任教科室

负责人多年，觉得要成为合格乃至

优秀的学校教科室主任，需扮演好

以下4种角色。

一、做好常规工作，扮演好管理者
课题研究不是学校教科室的唯

一工作，但做好课题管理却是重头

戏。比如各级规划课题申报、评选

时间节点等，教科室主任都应该了

然于胸。此外，教科室主任要了解

自身工作领域内可参与的活动，比

如每年3月的浙江省优秀教育教学

论文评选。

教科室主任要做到对各项工作

心中有底，把时间管理好，避免应付

重要事项时手忙脚乱。

做好常规工作虽然不能体现教

育科研的专业性，但这是教科室主

任履行管理者职能的具体体现，也

是底线标准。尤其是一些新手教科

室主任，需要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

学习。

二、促进教师成长，扮演好指导者
促进教师成长，要切实体现教科

室的部门特色，为一线教师的课题研

究提供服务，这里的服务更多的是一

种专业指导。此外，促进教师成长需

要从更大的层面去开展，比如推动

教师阅读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在《教师微型课题研究指南》一

书中，作者提到，研读、学习相关论

著和教育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帮助

我们丰富知识、拓展视野，提升学术

素养，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研究课

题。很多教师喜欢读文学作品，并

不喜欢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教育理

论，教科室主任需要有意识地去改

变这一状况。

笔者曾推荐《插上翅膀 贴地飞

行：中小学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一

书作为全区教科室主任的共读书。

作者王翔宇曾担任过基层学校教科

室主任，他的观点笔者比较认同。王

翔宇认为，教育科研的第一价值是

促进教师成长，激发教师专业发展

的热情，让教师主动去做课题研

究。为此，他在“用项目促进科研的

实践”中，把推进教师专业阅读作为

一个项目。这类似于教学中不直接

追求分数，而是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然后让学生主动涨分数。

当然，教师通过专业阅读，不仅

有助于开展课题研究，也能更好地

用于改进自身教学。这样，教科室

主任的作用能让教师看得到。

三、助力校长办学，扮演好参谋者
教科室主任的眼睛不仅要向

下，也要向上，要从学校的全局去看

待问题，在学校整体发展中起关键

的作用。

教科室应成为学校的智库，教科

室主任应是校长的智囊。教科室主

任经常执笔全校性课题，思考面广，

理论深刻，和校长形成互补，充当的

是“影子校长”的角色，在办学实践和

经验总结上可以融合得更好。

四、坚持自身研究，扮演好示范者
教科室主任要成为教师中研究

的先行者，不能只敲边鼓，还要下水

实践。除完成学校的一些课题研究

任务外，教科室主任不要只耕百家

田，而荒废自留地，也要有自己的研

究主题。或者说，教科室主任既要

成为杂家，也要成为专家。

教科室主任研究的主题，既

可以是学科教学方面的，也可以

是教科研管理方面的。如果教科

室主任经常有发表或者获奖的成

果，对其他教师而言，就是一种榜

样的力量。

教科室主任要扮演好这4种角

色并不容易，尤其是新手，要首先从

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开始，然后努

力把“四者兼修”作为自己的成长目

标，把自己的地位从“可有可无”变

得“不可或缺”。

督学工作需厘清八对关系

学校教科室主任要扮演好四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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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幼儿园举行“科技体
育嘉年华”游园会。幼儿们根据清单选择并和爸爸妈
妈一起挑战科技类、益智类、运动类游戏。土豆电池、
磁铁探秘、趣味光影、泡泡建筑等游戏，让幼儿们大开
眼界；球不落地、水上比拼、百变平衡等游戏，让幼儿
们在玩中学习……图为全园亲子“坐飞机”平衡游戏
现场。

（本报通讯员 张万玲 摄）

让幼儿在玩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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