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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的职称之旅：

““等等到到名名额额了了，，
也也磨磨掉掉了了激激情情””

9月10日，传道、授业、解惑的全国老师们迎来了第31个教师节，习大大在9日亦致以贺信，总理
也在8日送出“大礼包”。一系列利好之下，教师尤其是基层教师，也心存一些疑惑待解，诸如评聘职
称、教师交流轮岗、人才流失等。面对这些新老问题，本报在教师节推出策划“师问”，让基层教师说
说心里话，也期待问题能更好地解决。

在 教 师 节 前
夕，9月8日，为了推
进教师职称改革，
教育部将于2016年
完成首次评审，两
年左右新制度完全
入轨，实现常态化
评 审 。其 实 ，我 省
2009年首次在潍坊
市 进 行 了 改 革 试
点，2011年评出了
17位高级教师，2013
年起在全省推开。

“教师职称评定改
革，简单说就是小
学教师也能评教授
了。”教师评聘职称
制度背后是什么？
该制度下的教师到
底是怎么评价的？

“以前就想着好好教学，带
好学生早点晋级，没想到这条
路这么难走。”6日，当了三年
毕业班班主任的韩军告诉记
者，干了十多年，到现在还是个
初级职称，这让他没了当年的
心气。

2005年，韩军从一所师范
类学校专科毕业，到鲁中地区
一所乡镇中学当了一名化学老
师。优秀班主任、优秀备课组
长，带的班升学率每年都高居
全校前三。送走了一批又一批
学生，他的职称却原地踏步了。

“本科生一年、专科生三年
后自动转为初级。”韩军表示，由
于学历较低，三年后他才转为初
级职称，也是中学三级教师。由

于一心扑在教学上，他觉得晋升
中级也不会是太难的事。

为此，他抓住各种进修机
会，充实自己的教学水平，并取
得了本科学历证书，光荣誉证
书也有了一大摞。

“一个省级优秀教师能加
16分，有荣誉就得争取。”韩军
说，职称的晋升不仅是对自己
能力的认可，对老师来讲，一级
多拿六七百元，也是养家糊口
必需的。

为了能在量化赋分中胜
出，他还打起了发表论文的主
意。为此，韩军除了费尽心思写
好论文，还四处找同学、托关
系，希望能在省级甚至国家级
刊物上发个豆腐块。

干了十多年荣誉一大摞，职称原地踏步

“工龄有148 . 5分、市优秀
教师加8分、论文加6分……”
苦熬多年，韩军终于有了晋升
中级的资格。由于多年的打
拼，与同年来的老师相比，他
的分数也领先不少。

仔细一打听，结果让他大
失所望。他们镇上200多名老
师，三四年都没有分到一个中
级名额了，在他前面已经积压
了 40多个需要解决中级职称
的老师。

韩军说，指标是从省到市
层层下拨的，城市学校高于农
村学校，重点学校高于一般学
校，中心学校高于村小学校。
对于乡镇中小学来说，每年能
有一两个中级职称名额就很
不错了。

根据省教育部门的说法，
我省最早进行了职称改革试

点，中学高级职称和小学中级
职称还增加了2 . 5%-3%。

“增加了多少不知道，但
感 觉 评 职 名 额 比 以 前 还 紧
张。”韩军说，与多位老师交流
后才知道，学校有个老教师，
干了18年，至今都没评上中级
职称。

韩军说，对于偶尔分到的
几个高级职称名额，基本都在
学校领导层解决了，最多能轮
到级部主任，普通老师根本没
有任何机会。

“我一直带的是毕业班，
今年给了个送考优秀班主任
的名额，但感觉对我也没啥激
励。”韩军表示，虽然这个荣誉
称号在晋级的时候能加分，但
多少年都没有职称名额了，有
没有荣誉都一样，教得再好也
没用。

该晋中级了，四年都没分到名额

“评职称，难啊。”这是私下
里老师们聚在一起的话茬。身
为鲁西南一所县中学校长的曹
力，也发出这样的感叹。

曹力称，“作为中学，最明
显的变化就是中学老师也能评
上正教授了。深究一下，改革评
价体系才是重头戏。”

职 称 评 价 体 系 如 何 变
了？“过去，在评价标准中，论
文是最为诟病的。”从教近30
年的曹力听过太多对论文的
抱怨，“普通县城里的高中教
师几乎每天都有课，完成有
水 准 的 论 文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改革之后，论文在评价体
系中弱化了，甚至在初、中级

评价中消失了。”
梳理省教育厅此前下发

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试点
方案发现，除了正高、高级职
称外，其他职称等级的评审
条件基本不强调发表论文，
只强调教研能力、沟通能力
等基本业务能力。以往，瞅准
了教师发论文这一契机，甚
至形成了中小学教师论文产
业。“改革前，有一年评职称，
学校分下来 5 个高级职称指
标，在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
几个老师发表论文的期刊一
模一样，甚至连论文内容也
有重叠。很明显，论文是拼凑
的。”曹力苦笑着说。

为发论文，老师不惜拼凑

有句话叫“船到码头车到
站”。“改革前，中小学职称的天
花板是副高，很多评上副高的
老教师常用这句话形容。工作
到了尽头，有些教学能手40岁
进副高，没有了盼头，工作干劲
自然也虚了。”已经从一线教学
中脱离的曹力在上世纪90年
代就已是副高级别。

说起评职称，不可避免地
就会说起“聘”这个相伴而生的
名词。“评上高级职称，学校没
有退下的岗位让你聘也是无
用。”原来，在教师晋升体系中，
评完之后并不意味着能聘上职
称。

由于几所学校合并，曹力
所在的这所县城中学教师评聘

也遇到过难题。“几年前，几所
学校并校之后，原来这些学校
很多教龄长的教师已经拥有了
高级职称，而根据现行的职称
分配原则，学校里每年分到的
职称指标是按照学校现有的职
称人数占全部教师的比重分
配。也就是说，学校里现有的高
级职称教师越多，那么分配给
你的指标相应就少。”

根据规定，学校的职称评
聘需在比例内进行明确，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审在核定的岗位
结构比例内进行，不再进行与
岗位聘用相脱离的资格评审。
根据教师岗位空缺数量、等级
和工作需要，确定竞争推荐人
数，并组织竞争推荐。

一个萝卜一个坑，评聘在比例内进行

编
者
按

一所学校的职称之惑：

牵牵扯扯太太多多利利益益
职职称称成成““独独木木桥桥””

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
我省就进行了教师职称评聘改
革试点，在2011年正式评出了
17位高级教师。从2013年起在
全省范围内推开，新的职称改
革将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统
一起来。

“不少评上高级职称的老
教师，职称上去了，教学水平下
来了，人也早不在一线了。”韩
军说，将教师职称统一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确实打
通了教师晋升的天花板，但仍
然有很多弊端。

据介绍，高级职称教师很
多都不教课了，工资又不少拿，
只有晋不上级的，还在一线苦

熬。职称评聘很容
易异化为学校领
导管理教师的一
个手段，挫伤了
教 师 工 作 积 极
性。”

“ 教 育 是 个 良 心
活，需要一心一意地付
出，评职称让人绞尽脑
汁，奔走在一条坎坷路
上。”韩军说，为了晋升，
他仍然得咬牙坚持，期
盼中级名额的到来。但
他怕有一天，自己会像
很多老教师一样，职称
上去了，却再也没有心
情去教学了。

评上“教授”就不想在一线教学了

曹力所在的学校，大约有
500名教师，按照初中高三级
职称，每一级所占的教师人数
差不多都是三分之一。“去年，
学校分配到 6个副高名额，符
合条件的老师有80多人。也就
是说，80个人争这仅有的6个席
位。”堆积下来的中级职称教师
基数庞大，因此越往高级职称
晋升，难度越大。“人多粥少的
现实摆在面前，评上高级职称
仍然很难。”

为何千军万马过“评职称”
这个独木桥？归根结底，职称的
晋升是教师提升工资待遇的唯
一途径。据了解，教师的工资收
入是参照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的
标准。“从初级到中级，工资能
涨。而从中级到高级，工资又上
了个新高度，每个月能多出近
千元。”曹力介绍，教师职称背

后代表着利益，晋升职称热度
不减也正因如此。所以，能甩开
职称背后的利益才是根本。

虽在职称评聘上均有所突
破，但职称决定收入的问题却并
未解决。在一线教学中，职称高
工资就高。即使你工作量再少，
工资仍然跟着职称走。而职称低
的老师，课时量再大、工作再辛
苦也是拿职称对应的工资。

设计之初，教师职称应该
是教师职业能力的缩影。曹力
认为，现在看来，教师职称牵涉
了过多的利益，这也让职称制
度引发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因此，全面推进中小学职称制
度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深入。打
开教师待遇晋升的多元化渠
道，不唯职称，给职称降降温，
将职称回归到反映教师能力的
本位。（曹力为化名）

人多粥少，高级职称仍是“奢侈品”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周国芳

之职称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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