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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师师们们的的时时间间都都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普遍问题工作零碎、操心、压力大、下班时间被占用

B03

当下，中小学教师每周
的实际工作时间近50个小时，
一些学校的班主任工作时间
更长。除了每天用于课堂教
学的时间之外，大部分时间
被其他事情占据。老师们的
工作并不轻松，除备课、批改
作业、管理学生之外，参加教
学评估、应对检查、晋升、评
职称、课题研究、学习培训等
成为教师工作的常态。不少
教师感叹：时间零碎，坐下来
看书学习都难。

工作零碎，根本闲不住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北
城幼儿园杜朝霞说，时间太零
碎，一上班时间全部用在琐碎
的事情上，这是幼儿园老师的
共性。作为园里的老师也是中
层领导，她每天6点起床，7点多
就来到学校，负责早班安全和
晨午检工作，以饱满的姿态和

温馨的面孔迎接师生的入园，
下午6点之后才离校，每周的工
作时间有50个小时。

杜朝霞在2013年取得国家
级国际象棋教练员的资格。她
所在的单位北城幼儿园是全国
国际象棋特色学校，全园中大
班的国际象棋课都是她在上，

一周幼儿园安排的教育活动一
共15节，杜朝霞一个人就上14
节。除了上课之外，其余时间就
是负责分管工作的安排实施与
检查。除了要管孩子的吃喝拉
撒，还要监督管理教师对幼儿
的餐饮管理等情况。每天等孩
子们离园之后，她还进行离校

安全检查，并将一天来检查反
馈发至群共享，针对当天各个
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老
师，督促整改。

用她的话说，时间太零碎，
人根本闲不住，从进园后就得
忙这忙那，没有一个整装的时
间坐下来看会书、学会习。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学校家庭两头忙

秦皇台中心学校行政副
校长赵长征，自1991年滨州师
专英语系毕业，怀揣梦想回到
母校任教，一干就是25年。大
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从早上
6点半到校，到晚上8点45晚自
习放学后，还要在公寓值勤，
与值班教师与管理员交接，送
学生进入公寓洗漱、准备就
寝。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往往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
辛苦。赵长征说，他曾担任初
一五班和六班的英语教学任
务，并兼任六班班主任，一带
就是三年，期间他骑着自行车
坚持家访，风雨无阻，走遍了
全乡50个自然村。每周24节英
语课，每周3次晨读，晚上在家
里陪学生学习，到了该回家的

时候陪他们一起回家，直到身
边没有了学生才返回宿舍。学
生那里落后了，他都陪学生一
起学习，周末带孩子春游，大
部分时间都倾注到了学生身
上。

此外还有，每周的校教研
活动、备课组活动，每周的学
校例会。填表格、写手册、作总
结、析数据，数不清的领导听

课，忙不完的各种赛事，做不
够的大小活动。

去年元旦后，赵长征的父
亲不幸身患癌症，先后六次到
滨医住院，直到7月16日去逝。
期间，他白天忙工作，晚上陪
护老人，从来没有落下孩子们
的功课。他感慨：“那个时候才
真正体会到忠孝两难全的滋
味。”

下班后的时间常被占用

滨城区第一小学老师韩
玉梅目前担任一年级四班的
班主任，韩玉梅除了日常零碎
繁琐的工作之外，作为老师很
累心，压力也大。新入学的学
生注意力不集中，讲两分钟就
要组织语言重新吸引孩子们
的注意力。韩老师说，第一天
开学，所有的老师都虚脱了，

灰头土脸，每个人都哑嗓子
了，还都带着扩音器。由于新
学生容易被新生事物吸引，上
体育课不仅需要体育老师，班
主任和副班主任也都到场组
织。

除了正常在校工作，下班
回家后，韩玉梅也经常接到家
长的电话。韩玉梅说，从幼儿园

升入小学，很多家长的关注点
也改变了，因为幼儿园主要是
游戏为主；而上小学后，家长关
注孩子是不是适应新环境，学
不学习。每个家长10分钟的话，
一个班的学生加起来就会占用
大量时间。

“我记得最长的一通电话
是50多分钟。”韩玉梅说，忙碌

的工作之后，私人时间被占用，
在小学老师中间普遍存在。“学
生家长也知道这样不好，拨通
电话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往
往因为孩子的学习，甚至是座
位等问题沟通起来。”韩老师
说，“家长们重视孩子教育，对
老师的要求自然就会高，因此
老师们的压力也就大。”

滨州市技术学院2500多名新生入学创历史之最

汽汽车车学学院院首首次次招招生生，，三三天天报报满满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崔志勇) 9日，滨
州市技术学院新生开学，全校
有超过2500名学生报到入学，
创滨州市技术学院成立以来人
数之最。其中今年刚成立的汽
车学院首次招生60名，3天内人
数即报满。

记者在学校门口看到，很
多家长送孩子入学，车将学校
的大门都堵了。学校张老师告
诉记者，由于今年入学的学生
较往年多，学校提前做出预判，
为了防止报名人数集中造成交
通拥堵，建议老师没有必要的
话，尽量不要开车来校，以便学
校的停车位提供给前来送孩子

的家长。
“因为现在马上教师节了，

不少4s店针对教师有优惠，今天
刚买了一辆车，现在这个情况直
接没法进出。”张老师说，“离学
校不远的老师，今天都是骑车子
来的，不过早上入学人数太过集
中，还是堵了一阵子。”

与往年不同的是，学校今
年增设了入学考试的环节，分
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主要是语
文和数学，面试中对于身上有
烟疤、纹身、戴耳钉的学生说

“不”。
今年6月份，滨州市技术学

院举行中德合作办学签约暨中
德诺浩汽车学院成立揭牌仪

式。新成立汽车学院计划设置
两个教学班，首批预计招生超
60人，自报名开始，3天内就已
经报满。同时，新增的社会公共
事务管理班，主要针对公共管
理、社会工作这一块，学生学习
3年后可参加北京社会管理职
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对口
升学。

相对于新专业的爆满，一
些老专业从被冷落也变成学生
的“宠儿”，去年创立的春季高
考班，今年增加到7个，学生人
数达到了260余名，主要面向中
考落榜但成绩相对优秀的学
生，目的是培养他们经过三年
的学习考取本科。据该校崔老

师介绍，像机电、数控、汽修、学
前教育等老专业在7月份就已
经报名完成，提前了一个月。而
适合新形势的电子商务、厨师
烹饪等专业也因为额满而早早
停止招生了。

记者从送孩子的家长中了
解到，不少家长甚至主动要求
学习电子商务和厨师烹饪。招
生的火爆和当下重视职教的形
势有关，同时和家长们的观念
认识转变也有关系。家长刘先
生说：“高中限招，孩子考不上
总要有学上吧，现在也想开了，
让孩子学习一门技术，找个好
工作比抱着个不适用的学历实
在的多。”

韩玉梅作为一年级四班班
主任，除了上自己的数学课之外，
还要在体育课上帮助体育老师管
理孩子。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

一位普通老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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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起床；

7：00 到达幼儿园，负责早
班安全和晨午检工作；

7：30—8：00 检查教师的出
勤情况，对各班进行巡视，从
教师对孩子的晨午检、早读
到如厕、洗手全面检查；

8：00 早饭，期间关注教师
对幼儿的早餐管理情况；

8：30—8:50 走读幼儿入园，
门口接待；

9：00—9：30 第一节教育活
动：大五班国际象棋课《两个
重子杀单王》；

9：45—10：15 课间操，全体
师生到户外活动场地做操，
检查教师带操情况和幼儿的
做操状态；

10：30—11：00 第二节教育
活动中五班国际象棋课《认
识棋盘和棋子》；

11：15—11：30 走读幼儿离
园，大厅值班；

11：30 幼儿进入餐厅就餐，
赶到餐厅检查就餐秩序；

12：00—12：30 到班内检查
幼儿盥洗、如厕、睡前准备情
况；

12：30—14：30 午休时间，
巡视检查午休教师值班情况
和午休秩序；

14：30—15：00 检查各班睡
后操和起床秩序，做课前准
备；

15：00—15：30 第三节教育
活动：中四班《国际象棋的传
说》；

15：45—16：45 户外活动和
区域活动时间，检查各班开
展情况；

17：00 分时段放学，托班、
小班幼儿离园，督察组负责
引导小托班家长按指定路线
接孩子，同时劝导中大班家
长不能在这个时间段接孩
子；

17：15 中大班幼儿离园；

17：30 离园安全检查，关闭
门窗；

17：45 一天检查反馈发至
群共享，针对今天各个环节
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老师，
督促整改；

18：00 和值晚班教师一起
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正式完
成一天的督导值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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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关关链链接接

9月6日星期日，调
休上周五的课程，是滨
城区滨北办事处北城
幼儿园教师杜朝霞带
班值勤的日子，下面便
是杜老师忙碌充实的
一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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