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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乡村艺体教育·上篇

艺体教师的“ 困惑 ”
本报记者 曾玺凡
“中考体育要逐年增加分值”
“到 2022 年，要全面实行美育中考”……
近年来，
教育部出台多个政策，
提出要把体育、
美育办学水平作为评价教育
发展的水平，
并鼓励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学校的体育、
美育事业。
记者在省内多地采访了解到，虽然学校体育、美育这些年取得长足发
展，
但音体美教师短缺问题在一些地区仍十分突出。部分乡村学校虽然配
备了相关功能齐全的教室，却连一名专职教师都没有，不少地方存在音体
美科目由语数英教师兼任等现象。

A

器材受限，
无法施展专长

近年来，国家、省、市、县（区）都在
全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广
大乡村学校基本实现了“全面改薄”，配
齐了国家规定的设备与器材，但受专业
艺体教师匮乏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少乡
村学校艺体课程的教学形式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限制，
教学效果也不尽人意。
进入秋冬季节，
湖南湿冷的气候让人
大呼寒气入骨，
一节能让身体热起来的
体育课，
成了学生们呼声最高的
“刚需”
。
在某市一乡镇学校的篮球场上，雨
后的场地略显湿滑，但男生们兴奋地在
等候体育教师郭宇的到来。
“抱歉，同学们，校领导考虑到天气
原因，怕大家摔倒受伤，这节课改为自
习。”郭宇一声长哨，男生们极不情愿地
往教室走。
这样的场景，2020 年秋季学期已多次上
演。郭宇很无奈地告诉记者，学校没有室内运
动场地，一周一节的体育课总因天气等原因被
取消。因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学校不得不将田
径场改建成了学生宿舍楼和教职工周转房。
运动场地受限，但学生运动热情不减，过度使
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体育器材的损耗。
硬件设施设备落后，体育教师无法尽情施
展专业技能。2019 年大学毕业后，李婷考进某
县一乡镇中学，成为该校首位专职体育教师。
她设计了篮球、排球等好几套教学方案，准备
迎接开学第一课，但校领导的一席话将她的计
划扼杀在了摇篮里。
因为学校没有田径场，仅有的一块水泥地
篮球场，还“夹”在两座教学楼之间。
“分管教学
的副校长一再嘱咐我，上课尽量开展静态运
动，切勿教授篮球等声响较大的运动项目，以
免影响正在教室上课的学生。”李婷说，综合考
虑之下，她只好按校领导的意见，带领学生们
开展乒乓球、象棋、跳皮筋等动静小的活动。
在李婷来之前，该校的体育教师由文化课
教师兼任，除了集合、热身、围着篮球场跑两圈
之外，
再无其他教学内容。
随着各地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种现
象有了明显改善。某区一乡镇学校在 2020 年
新建了艺术功能室，并于 2020 年秋季学期迎来
了专任音乐教师粟桐。
刚 到 校 ，粟 桐 就 成 了 校 长 办 公 室 的“ 常
客”——说服校长买来一台“真的”琴。因为独
立音乐教室内乐器相对缺乏，一台电子琴撑起
了全校的音乐课。在县城学校任教过的粟桐
认为，钢琴是声乐学习的标配。
“面对乐理知识
本就相对薄弱的学生们，我有很多教学计划，
但没有专业器材，
我无法实施。
”
“他这台‘真的’琴最便宜的就要一万多
元，学校必须先满足应急开销，只能等有多余
的经费了再来考虑添置一台钢琴。”该校校长
张斌坦言，来了一位专任音乐教师，却成了幸
福的烦恼。

B

去专业化，
难以找到成就感

据《2019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报告》
显示，艺术专职教师比例与 2016 年
相比有所提高，但农村学校艺术教师
缺口仍较大。
一位教育部门人士表示，教师编
制实行总量控制，虽然每年有教师退
休，但都是优先补充语数英等主科教
师。尽管近年来也在大力补充音体
美教师，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缺口
依然很大。
记者从某县得到这样一组数据：

乡镇学校艺体活动。
乡镇学校艺体活动
。

C

2020 年共投放新教师招聘指标 106
个，报考的人数总计 1100 余名，平均
报考人数与招聘岗位数比超过 10∶
1，但艺体学科计划招聘 21 人，报考
比例只有 7∶1，这其中有 10 名艺体教
师要前往乡镇学校任教。
偏低的艺体教师招考比例，也直
接影响了乡村艺体师资的配备。
某县一偏远乡镇学校距离县城
63 公里，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地处偏
远，山路颠簸，艺体类教师难招。全
校 11 个班、500 名学生，却只按照《国
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
里
“约每 6 个班配备一名体育教师”
的
规定，配备了 2 名体育教师。但美术
与音乐教师皆由其他科任教师兼任。
作为数学专业毕业的公费师范
生，龙玉雯在 2020 年秋季学期兼任
了一个班的美术课。
“龙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剪纸、
画水彩画，我很喜欢她上的美术课。”
三年级学生小琴从入学起就展现出
了绘画天赋，但绘画功底不深的龙玉
雯时常担忧，哪天无法满足小琴的学
习需求时，
就会耽误了一棵好苗子。
她也告诉记者，像她这样从本乡
镇考出去的公费师范生，大多是文化
课教师，
“ 农村学生有条件学特长的
本来就少，这也使得能回乡的艺体教
师稀缺紧俏。
”

乡镇学校新建的田径场。
乡镇学校新建的田径场
。

在某市一乡镇九年制学校，记者
还注意到了另一种现象。尽管该校
有 3 名专任音乐教师，但其中一名来
校 8 年，一直担任语文科目的教学，
无法像同专业的同事一样，在教学中
寻找音乐教师的成就感。
对此，该校校长龙华强道出了实
情：
“一到暑假，学校就有大批年轻教
师考到县城学校，能招进来的教师本
来就有限，这样‘入不敷出’的师资状
况，只能‘去专业化’，艺体教师也必
须兼任文化课，
甚至放弃专任科目。
”
地理位置偏，生活清苦单调，再
加上工作比较繁杂，很多艺体教师不
愿前往边远乡村学校任教。
更为严峻的是，一部分的村小和
教学点实行包班制，课程满满当当，
学生每天见到的都是同一个教师。
有过两年包班经历的胡丽萍如
今已落下声音粗糙沙哑的“后遗症”，
“那时年轻有激情，哪怕是非专业的
艺体课程也会努力上好，音乐课教唱
热门短视频音乐，体育课进行小游戏
互动，美术课定一个主题让孩子们自
由绘画，一切都以给他们带去欢乐为
目的。
”
她也透露出了学校里大多数班
级的实际情况：
“那些五音不全、绘画
不行的教师，只能安排学生在艺体课
上做作业，
毕竟面面俱到真的很难。
”

意识不强，
热情逐步冷却

采访中，某县一乡村完小校长告
诉记者，多年来，以分数为导向的考
试目标，对教育教学工作影响很深。
在教师、学生、家长的眼里，语文、数
学等考得好了就是最棒的，至于美
术、音乐等副科课程，有没有也无所
谓，更不介意教师是否专业。
“在这样
的教育教学考核考评机制下，音体美
等课程自然不受重视。”到了五六年
级，有家长甚至要求把体育、美育等
课程都换成语文、数学等主科，
“毕竟
分数很重要”。
李婷表示，
“ 随着体育考试成绩
纳入中考成绩，全县在 2019 年大规
模招考了一批体育专任教师，共 30
人，被分往各校。”本以为是体育教师
被重视、被赏识的开始，但现实并没
有她想象中那么美好。
来校后，以拔河比赛替代运动会

的传统仍未改变；
只要碰上下雨天，
校
领导便会建议她将体育课让给班主
任；甚至在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初
三年级篮球赛上，学生也被要求在观
赛时不允许加油呼喊，
只能鼓掌……
更让她觉得差别对待的是，体育
教师的绩效工资系数只有 0.8，而文
化课教师可达 1.2，这意味着李婷与
其它教师相比，每月到手工资会有近
500 元的差距。
“整个社会对音体美还是不够重
视，音体美教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
重，找不到自信，更别提成就感了。”
李婷表示，学校的不重视，令她很难
施展专长，
一年后，
她选择了离开。
记者采访发现，不仅学校不重
视，家长也不关心。郭宇不仅任教体
育学科，
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
家
长每每与他交流，大多关注考试科目

的情况，
“大部分学生家长认为音、
体、
美与高考和未来无关，
既不会过问，
也
不会主动培养。这也间接导致了乡村
学生综合素养不足。
”
得知学校在课余时间会开放乡
村少年宫，丰富学生们的放学时光，
粟桐有些兴奋，他期盼着能寻到并培
养更多音乐苗子。但校长告诉他，少
年宫只开设合唱班，是为了满足组建
一支队伍参加合唱比赛的需要。他
原本的热情再一次被浇灭。
尽管如此，一些受访乡村中小学
教师表示，将体育、美育纳入中考评
价体系有助于推动学校、家庭对体
育、美育的重视，各地加大投入改善
办学条件，逐步加强对乡村艺体师资
的配备，也有助于学校开足基础体
育、美育课程，
保证教学质量。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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