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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女教师扎堆生二孩，我省部分中小学面临师资不足问题

“产假式”缺员 学校怎么办
孩子，
学校能教给你什么？
惠君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高中体育特长生。因为篮球
打得不错，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进入省重点中学
就读，一开始感觉比较新鲜，但很快就觉得单调乏
味，每天除了训练就是上课。文化课基础差跟不上
的困扰，也让我倍感纠结。我看不惯身边一些体育
特长生混日子，自己却混迹其中，无力自拔。我羡
慕校园外的朋友玩得嗨，自己却在学校里苦熬日
子。忍受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于
是选择休学回家。现在我在跟朋友做一点小生
意。父母和老师对我的选择很是失望，我自己心里
也有点茫然和不踏实。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但是，我不知道一个体育特长生的出路在哪里。

一个迷茫的体育特长生

亲爱的孩子：
你好！来信收悉。我读到了你的迷茫与无

助，读到了你对人生的思考，也读到了你追求更美
好生活的愿望。看得出来，你的烦恼和迷茫，主要
源自不清楚体育特长生的出路和不知道学校能带
给你什么。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学校能教给你
什么，谈谈体育特长生的出路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学校能教给你什么？
1.学校能教给你学习的方法，给你提升生活品

位的可能。学校开设的每一门功课，除了教给你知
识，还能让你获得学习的方法。当你离开学校之
后，还能通过自学源源不断地获取知识，使你的文
化素养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上过学的人，常常被
称为读书人。都是过生活，读过书的人会让日子充
满书香与诗意。要相信，你读过的书会藏在你的气
质里，流露在你的举手投足间，表现在你的生活品
味中，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英国作家毛
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而阅读是学
校教给我们的一门重要的功课，它能帮助你消解生
活的庸俗、琐屑、无奈与沮丧，陪你优雅地走出人生
低谷，给你的身心带来慰藉、滋养与丰盈。

2.学校能让你了解和遵守社会规范，提高你
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
培养合格的公民。学校会借助校规约束、课程教
育、活动感化等途径，对青少年学生实施思想品德
教育，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素
养，提高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一个在学校学会
敬畏并自觉遵守规范的人，做人处事有分寸知行
止，在适应未来社会各种角色的挑战时，会更从容
自如，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3.学校能给你优质牢固的人脉资源，增强你的
社会支持系统。有人说，最牢固的友谊是：一起扛
过枪，一起受过苦，一起出过糗……而这样的友谊
最容易在学校和军队生长。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
人际关系是同伴关系，中学的友谊最有可能伴随人
的一生。学校的集体生活、班级活动和宿舍共处，
无疑是同窗情谊滋长的沃土。三年的同窗共读彼
此陪伴，期间发生的成长故事、糗事、趣事，都将成
为彼此珍贵的记忆。成年后生活工作的酸甜苦辣，
拥有共同经历的同学也许是除了亲人之外，你最好
的倾诉对象和陪伴者。那种知根知底的信任感和
安全感，是你走出人生困境的重要支持力量。

4.学校能帮助你发现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素
养，让你拥有做自己的底气和自信。学龄期是一
个人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学校的教育内容、课程设
置和活动安排，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针
对核心素养的养成而设计。如果你能充分利用学
校的各种课程与活动，去体验和锻炼自己，你会不
断地发现自己生命拥有的各种可能，从中确认自
己的核心素养与优势。这些东西正是你迎接未来
挑战和成就自己可以依靠的根基。

其次，你感到很迷惑，不知道体育特长生的出
路在哪里。我以为，体育让生活更美好。就拿打
篮球来说，篮球运动能强健你的体魄，健美你的体
态，磨砺你的意志，培养你的团队协作精神与运动
能力，让你的精力更充沛、意志更坚强、心态更积
极。当你掌握了一种运动技能并持之以恒，你就
拥有了最好的强身剂和强心剂。这既是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人健康工作五
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重要保障。

良好的身心素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是必需
的。更何况体育特长生身怀绝技，能用自己的运动特
长为学校和工作单位赢得荣誉，岂能不受青睐？如此
看来，体育特长生的出路是前程锦绣一片光明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校还是体育特长，都是你生命
中非常重要的资源。请珍惜这些美好的机会和资源。
如果你执意要中途辍学，也请保持学校赐予你的阅读
习惯和运动技能，让书香和健康伴你一生。祝福你！

惠君
（作者系海师附中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张岩

忽而腾空跃起，来一个腾空飞
脚，倏地乌龙盘打，再一个后手翻，
一招一式环环相扣……11 月 17
日，在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武术
锦标赛中，16岁的海口市第一中
学学生尉泽惠顺利摘得女子刀术
和女子长拳两个项目的冠军。

与武术场上“女侠”范相比，生
活中的尉泽惠戴一副黑框眼镜，扎
一条长长的马尾辫。第一次面对
媒体采访，她没有丝毫紧张，言语
间充满自信，“得奖是意料之中。
这次比赛前，我的腿还受伤了。”

7岁习武的尉泽惠，已经有近
10年的“武龄”。她在海南参加过
11场青少年武术比赛，获得过19
个冠军。“虽然我在海南可以轻松
夺冠，但如果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要得奖就没那么容易了。”尉泽惠
说。

尉泽惠凭借武术特长，小升初
考上了海南华侨中学，中考后又考
上了海口市第一中学。这项特长

就像一张“通关证”，帮助她在学业
上一路顺利闯关。

“学武术，是因为幼儿园时上
错了兴趣班！”尉泽惠回忆起往事
时，有点忍俊不禁。幼儿园时，她
本来打算去学舞蹈。看到武术兴
趣班老师正在给小朋友们发糖，她
就改变了主意，阴差阳错地走上了
习武之路。

“练武时吃了不少苦吧？”面对
记者的问题，尉泽惠微微一笑：“习
惯了，不觉得苦。”近十年来，尉泽
惠每天都要练基本功。为了加强
腿部和腰部的力量，她要把几十斤
重的杠铃压在身上，这种训练强度
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

多年的武术学习，让尉泽惠比
同龄人多了几分坚韧和刚强。她
的右手中指上有一道4厘米长的
伤疤。一次训练中，尉泽惠的手指
被一位练刀术的师弟不小心砍到，
鲜血直流。师弟要带她去医院缝
针，她却觉得没什么，继续忍痛完
成了训练。“当时，换了好几次创可
贴才止住血，这个疤真难看。早知

道当时就应该去缝几针。”她笑着
打趣道。

尉泽惠告诉记者，这么多年，
武术学习给她带来荣誉的同时，也
带来了不少困扰和误解。比如，许
多同学刚开始听说她是武术特长
生时，都会发出“哇”的惊叹声。有
的同学认为“能打”的她肯定喜欢
打架，是个“坏孩子”。

对于这些误解，尉泽惠只能
无奈地一遍遍解释，自己专攻的
是武术套路表演，“就像舞蹈一
样，只是一种表演，并不像散打那
样具有对抗性。”

武术场上的尉泽惠动作敏捷，
身手不凡，生活中的她性格十分开
朗。“小时候，我的性格非常内向，
见到亲戚也不敢说话，父母老说我
没礼貌。练习武术后，性格才开始
慢慢改变。”她说。

“我想通过自己的表现，让更
多人知道，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可
以通过努力获得很高的武术造
诣。”尉泽惠希望更多女性可以去
学习武术，发现武术之美。

女教师纷纷请产假
代课老师来“补缺”

“今年，我们学校已有30多个
老师怀孕了，绝大多数都是要生二
孩。请产假的女老师太多了，给学
校管理和教学造成很大困扰。”儋州
第二中学校长高澄清无奈地说。

据了解，儋州第二中学全校有
300多名教师，其中女教师占70%以
上。“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许多女教
师扎堆怀孕。很多教师是30多岁的
高龄产妇，除了请产假外，还要休“保
胎”假。“学校只能通过请代课教师的
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高澄清说。

近两年，屯昌县女教师每年休
产假的人数也一直持续在90人左
右。屯昌县教育局副局长朱汉华表
示，学校“产假式”缺员现象一直都
存在，中学和幼儿园的情况较为严
重。因为中学老师代课需要符合学
科匹配的条件，要求较为严格。而
幼儿园教师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教

师。相对而言，小学教师相互之间
代课则较为灵活。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
会通过全县教师调配来保障各校的
师资力量，实在周转不开时会通过
中介机构购买服务，请代课老师来
补缺。”朱汉华说。

今年秋季开学后，屯昌县向阳
小学就有9名女教师休了产假。通
过调配县域其他学校教师补缺后，
向阳小学的教师数量仍然不足，最
后只能又请了两名代课教师。

经学生家长反映、记者走访后
发现，海口实验中学、省机关幼儿园
因女教师休产假导致教师缺员的情
况也非常明显。

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全省范围内确实不同
程度地存在“产假式缺员”的现象，
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
学。由于教师编制管控受限，新招
足够数量的教师来弥补缺口不太可
能。现在，很多学校主要通过购买

服务请代课老师、增加在岗教师工
作量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聘请代课教师有利有弊
建议提前建立人才库

记者了解到，一般情况下，学校
有女教师请产假，首先会由本校本
学科教师代课，或者在区域范围内
调配其他学校教师进行替换，实在
没有办法才会请代课老师。

聘请代课教师，虽然可以暂时
缓解教师紧缺的问题，但这种做法
也让一些学校和家长感到担忧。

“因为女教师怀孕，在一个学期
的中期换教师的情况时有发生。学
生需要时间来适应新教师，这对学
生们的学习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
高澄清说。

“我家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因
为老师怀孕，不到一个学期数学老
师就换了两个。每换一个老师，孩
子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重

新步入正轨。”海口市民黄丽对孩子
频繁换老师感到担心。

“教师不够，学校也没有足够的
编制来招聘新的教师，所以只能请
代课教师，但是代课教师不受学校
管制，责任心方面主要依靠自我约
束。此外，代课教师的素质参差不
齐，对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会有
一定的影响。”高澄清表示，如果学
校有一定的用人自主权，或许能更
好解决这个问题。

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建议通过增加教师编制等
方式来长远解决这个问题。

有业内人士建议，如果确实需要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产假
式”缺员问题，希望政府部门、教育部
门可以提前建立人才库，将有经验的
退休教师、代课教师、优秀师范毕业
生纳入其中，为各校的师资配备及常
规教学管理提供支持，这样可以确保
代课教师的质量，而不是让学校临时
通过中介机构来寻找代课老师。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一直以来，
女教师在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教师
队伍中，占据了
半壁江山。近
日，记者走访发
现，由于“二孩政
策”全面放开，我
省许多女教师扎
堆生“二孩”，部
分中小学面临师
资不足问题，让
许多学校和家长
感到苦恼。

你不必事事
都比别人优秀
■ 管洪芬

感觉女儿升入初三后，压力一
下子大了好多，对考试分数、成绩
排名变得尤其敏感。想想也是，初
三是学业生涯里关键的一年，分数
和高中录取直接挂钩，怎么能不敏
感呢？别说女儿了，我的内心也有
些着急。

只是，我不想把自己的着急再
化为压力压到女儿心上。很多次，
女儿都对我的淡定感到奇怪。这
次，期中考试成绩下发后，我并没
有太在意她的班级排名。女儿追
问我，“怎么你一点都不好奇呢？”
我笑着回复她：“好奇啊，很好奇。
不过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很尽力
了。尽力就好，即便偶有失手，也
没有关系。我当然希望你各科成
绩都优秀，但事实是，你不必事事
都比人优秀。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例子
我给女儿列举过很多，可女儿对我
这套理论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在
她心里，身为父母，有谁不希望自
己的孩子成绩优秀，事事优于别人
呢？她告诉我，期中考试后，一对
母女与她擦肩而过。那位母亲正
在痛斥自己的女儿：“考试考成那
样，你怎么不去死？”女儿对我说，

“你看看别人的父母，孩子考不好
都口不择言急成啥样了？相比而
言，你太温柔了，让我感觉要么假，
要么是不关心我。”

听着女儿的“抱怨”，我不由哑
然失笑。我反问女儿，“难道你也
希望我用这样的话来骂你逼你
吗？”我认为，孩子的成绩好坏，与
大人的责骂和监管没有太大关
系。有的孩子可能被大人责骂以
后，会因为畏惧或羞愧，成绩略有
提高，但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这
招并没有什么奇效。这一招，搁在
我的女儿身上，更是多此一举。因
为每天陪伴着女儿的学习，我深知
她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更何况，除去学习，在其他方
面，女儿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我觉得那就很好。“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我上学时成绩还算不错，但
终不及别的同学更优秀。那又怎
样呢？多年以后，即使没有考入名
牌大学，但我婚姻美满、工作稳定，
依然很幸福。

事事完美，样样优秀，固然很
美好，但真的会很累。我希望女儿
能考入重点高中，但我不希望给孩
子的学习戴上沉重桎梏。如果把
人生比作一张弦，那么很明显，力
满弦断，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
始终相信，相比完美，快乐和量力
而行，同等重要。

达人名片
姓名：尉泽惠
就读学校：海口市第一中学

校园达人

■ 黄衍勤

“我爱您”这句话是多么平凡，
小时候，我们经常脱口而出。如今，
我们长大了，我们渐渐对它只字不
提。然而今天，老师给我们下达了
一个任务，就是回家向自己父母说
一声“我爱您”。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开始忐忑
不安起来，我心里暗暗地想“哎
呀，这任务未免也太难了吧，我
该怎么说才好呢？”我想着想着，
不知不觉已经回到了家，而爸爸
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专心致志地
工作着。我打算给他来个“突然
袭击”。我鼓起勇气向前走了几
步，又因为害羞打起了退堂鼓。
怎么办呢？我焦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我望了望爸爸的身影，往
事又浮现在了我眼前。

那年我才5岁，爸爸的工作十
分繁忙，我平时很少见到他。有一
次，我在电脑上无意中看见一个十
分可爱的毛绒玩具，叫“麦兜”。“麦
兜”戴着一顶帽子，那胖乎乎的身
子让人恨不得冲上去抱抱它。可
是爸爸忙于工作，妈妈忙于家务，
所以我只能看着，没有要求爸妈给
买“麦兜”。一天晚上，我洗好澡吃
好饭后，却迟迟没有看到爸爸回
家。于是，我问妈妈：“爸爸怎么还
没有回来呀？”“他去给你买你最近
经常念叨的麦兜玩具了呀。”妈妈
微笑地对着我说。

我一听，一蹦三尺高，心中又惊
又喜。过了一会儿，窗外突然狂风

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风雨不停敲
打着窗户，就犹如我的心一样久久
不能平静。我忙叫妈妈打电话给爸
爸。在电话里听到爸爸喘着粗气
时，我立刻哭喊道：“爸爸您别去买
了，我不要玩具了，您赶紧回家吧！”

“没事，爸爸马上就回来了。”爸爸说
完便挂掉了电话。

窗外狂风呼啸着，时间一分一
秒地过去了，我的心就像挂着一颗
石头。噢，不是一颗，而是上百颗。
当我还在为爸爸担心时，突然听到
家门被打开的声音。我立即冲到走
廊。看到爸爸背上背着我心爱的毛
绒玩具。玩具干干净净，可是爸爸
身上却湿漉漉的，他被雨淋成了一
个落汤鸡。我一下子冲进了爸爸的
怀里，紧紧地抱着他。

回忆完这些往事，我终于鼓足了
勇气，大步流星地走到爸爸面前，对
他说：“爸，您转过头来，看着我。”爸
爸的视线离开了电脑，凝视着我。我
也凝视着他说：“爸，我爱您。”说完，
我还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爸爸被我
亲了一下后，装作气愤的样子对我
说：“傻儿子，说什么胡话呢，还不快
去写作业。”当我转过身去拿作业的
时候，我忽然看见爸爸的嘴角流露出
一丝微笑。那抹微笑是多么意味深
长。在灯光的映衬下，那微笑使他变
得更加英俊与年轻……

这次的任务不仅让我再一次战
胜了胆怯，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父
母的爱。我永远爱您，爸爸、妈妈！

【作者系海口市琼山东门一小
六（6）班学生】

我爱您，爸爸

功夫“小女侠”尉泽惠

？
女
教
师
扎
堆
生
二
孩
，我
省
部
分
学
校
出
现
了

师
资
不
足
问
题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18分 印完：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