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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开启新 一轮减负工作。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评价改革、课程教材

重构、学科作业优化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本期视点的四篇文章分别探讨“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

指标体系的优化（林慧清）、教材二次开发（黄榕泉）、大单元结构化阅读教学（何珠花）以及单元作业设计（吴松

钦），解析“双减”的 教育思考与应对策略，努力减负提质，促进政策落地。

2021年 7月 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开启

新一轮减负工作。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当前中

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与之在内容、主体、实施等方

面的不适应性逐渐呈现。本文立足这一现实问题，

依据“双减”政策提出的新要求，结合中小学教师评

价指标体系的历史变迁所体现的评价指标体系基本

框架、核心要素、评价导向以及不足等方面，提出一

种更契合“双减”精神和要求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

体系，关注体系优化后应注意的问题，整体把握“双

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以期更

好推动“双减”政策落实。

一、“困”与“变”——优化必要性

教师评价是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及其效果的测量和

判断。［1］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是实施教师评价的重要工

具，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促使教师评

价的指导功能有效发挥，帮助教师更好从事教学，促

进学生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教师的健康发展，影响

教育教学效果。故而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总是需要根

据政策、环境等变化加以调整。具体而言，“双减”背

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主要有两方

面的必要性。

第一，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陷入内容

过于烦琐复杂，实施推广异化等困境，削弱“双减”政

策实施的效果。以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建

设的主要依据文件《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为例，其在幼小阶段

共提出了 27个一级指标和 120个二级指标，中学层

面提出了 14个一级指标和 63个二级指标。过于细

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增加了教师负担，容易使教师产

生倦怠和抵触情绪，导致教育教学热情的下降，影响

“双减”育人目标的实现。再则，一项关于中小学教

师评价制度的调查显示，被试教师中 77.5%的教师认

为他们的评价内容以学生考试成绩为主。［2］云南省Y
中学的教师评价体系更直接以教师所教班级总平均

分为绩效考评标准。［3］滨州市的小学评价考核制度也

是将学生的成绩高低与考核、职称、晋升直接挂钩，

导致有些青年教师过分追求教学成绩，出现给学生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林慧清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落实“双减”政策需配套与之契合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

系过于烦琐复杂增加教师负担，以及实施层面评价异化失真等困境，依据“双减”政策提出的新要求，结合中

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历史变迁的特征和逻辑，从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内容、计分三方面构建“双减”背景下

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并强调评价指标体系的简捷高效、过程性发展性以及配套补偿机制，推进中小学

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关键词：“双减”；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政策嬗变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84（2022）02-0016-05

收稿日期：2021 - 12 - 05
作者简介：林慧清，女，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师评价、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

第2期
2017年2月

NO.7
July.2017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第2期

2022年2月
NO.02
Fed.2022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22年2月
第2期

恶补和占用学生活动课等现象。［4］重成绩轻育人的评

价导向容易误导部分教师片面追求学生高分而忽视

其全面发展，为了提高成绩给学生布置大量的学习

任务，增加学生作业负担，这就与“双减”政策理念

相悖。

第二，“双减”政策在作业管理、总量、设计、指

导，课后服务时间、质量、人员安排、资源共享，教育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新

要求。在教师工作内容改变的同时，教师评价也需

随之作出调整。优化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

以适应当前教师工作内容变化的需要。以新要求之

一“作业总量”为例，“双减”政策第五条规定：“学校

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

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

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

时间不超过 90分钟。”［5］这就要求教师强化自身专业

素养，先依据年级、学科、当日所学内容科学合理精

简作业量，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都能完成作业。

再根据不同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学生设计层次

性、个性化的弹性作业内容，使低水平学生能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又不影响高水平学生进一步发展。最

后加强作业反馈，及时进行作业答疑辅导。在作业

量减少的情况下，提升作业效果。提高教师“作业”

设计质量要求的同时，教师评价也应相应调整，增加

作业量、作业内容、作业指导等指标并加以系统优

化，契合新增的教师工作内容，引导教师的专业成

长。综合“困”与“变”两方面，若不优化调整当前中

小学教师评价体系，势必会阻碍“双减”政策的落实

和成效。

二、“旧”与“新”——优化基点

（一）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嬗变

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虽随时间、地区的不

同而有差异，但始终是以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为导向。

本文既以原有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勾

勒契合“双减”理念与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自应先

理清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变迁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 1991年，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

系暂未形成规范，相关论述散落在国家出台的中小

学教育教学计划、纲要、指示、意见等政策里。1991~
1998年，《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政策的相继

出台，标志着规范化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初

步建立。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颁布最具

代表性，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个关于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专门文件，奠定了中小

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基调。该政策前身是 1984年
发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草案）》，在

1991年正式发布后又经历了两次修正，愈加重视专

业教师的培养和师德的养成。1999~2011年是我国

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深化时期。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决定》《〈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关于

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等政策

的出台为标志。突出“实施素质教育”和“信息化素

养”的重要性，体现了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对中小学

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新探索。2012年至今，出台的

《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

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的通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为代表的

重要政策，在国家政策层面深入贯彻推动落实中小

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师评价

指标体系进入法制化和权威化时期。该时期教师评

价指标达到了较为稳定的状态，将重心移至“专业

化”和“师德”方面，试图扭转“重成绩轻育人”的不良

评价指标体系倾向。综合来说，国家层面的中小学

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以“德”“能”“勤”“绩”四维度为基

本框架。其中“师德”和“师能”两大指标是重点和核

心，“教师出勤”和“工作绩效”所占权重则偏低。评

价以重师德、重教学、重育人、重能力、多样化为导

向。语义词汇从含糊笼统转向具体规范，然未能适

宜完成繁简转换，使之过于烦琐且语义重复。再反

观前文所述“重成绩轻育人”现象，可见中小学教师

评价指标体系在贯彻实施环节产生了巨大偏差，导

致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二）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架

立足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面临的困

境，依据“双减”政策提出的作业新要求，结合中小学

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变迁所体现的评价指标体

系基本框架、核心要素、评价导向以及不足。本研究

构架以德：“思想品德、职业道德”；能：“作业管理能

力”“课后服务水平”“教育教学和专业化能力”“身心

健康”；勤：“教师培训”“家校沟通”“课后服务次数和

时间”；绩：“作业设计情况”“课后服务表现”“教育教

学业绩”四维度，十一个一级指标和二十三个二级指

标的优化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林慧清：“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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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德”维度在考虑“双减”政策和以往体系

重心的基础上，选择与当前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德”保持一致，仍旧将“思想品德、职业道德”

列为一级指标，但更为突出“关爱学生”“全面贯彻党

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两个二级指标。其原因有两

点，一是为了符合“双减”政策的精神和目标。即“学

生为本”，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二是推动“双减”政策更好落实执行。此次

“双减”政策的改革幅度大、要求严、步伐快，但相应

配套措施还未完善，使得政策的推行引致较多疑惑

和争议。作为“双减”政策实际执行的关键人物，教

师能否全面贯彻政策要求决定着“双减”政策能否真

正落实并取得预期成效。

其次，“能”维度是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的

核心要素之一，教师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双

减”政策落实的质量效果。故而“能”维度在原中小

学评价指标体系“教育教学和专业化能力”和“身心

健康”两个一级指标基础上，依据“双减”政策提出的

“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

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等要求，［5］新增“作业管理能力”和“课后服务水平”两

个一级指标。另外，二级指标的选取，综合国家层面

“双减”政策和省域层面“双减”文件，遵循重点和精

简原则。在准确反映教师“双减”背景下的工作能力

水平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减少指标量，以便减轻教师

评价负担。

再者，“勤”维度在以往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

系中较为薄弱，“双减”背景下则需要相应提升教师

出勤的重要性。一是教师承担着“双减”工作的主要

重任，要求其参加教师培训，保证对“双减”精神、任

务、目标等的清晰充分理解和准确掌握是必要的。

二是“双减”政策所提出的作业管理、课后服务、教育

教学等新要求都落到了教师身上，强调了教师出勤

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政策改变以往繁重作业量、

过长作业时间以及家长批改作业等现象，将课后时

间归还学生，并提供更丰富的课后服务。教师首先

需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家

长缓解焦虑，适应政策转变。其次要自觉践行教书

育人，提高作业设计质量，自批自改作业。最后根据

实际情况，延长课后服务时间和次数。综上，“勤”维

度在保留“教师培训”一级指标上，新增“家校沟通”

和“课后服务次数和时间”两个一级指标。

最后，“绩”维度以扭转“重成绩轻育人”评价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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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前提，围绕“双减”政策提出的作业管理和课后

服务等要求。在原有“教育教学业绩”一级指标上，

新增“作业设计情况”“课后服务表现”两个一级指

标。契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强

调的“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总体战略部署。［6］主要侧重教师作业

设计能否满足基本学习目标和学生差异性需求，考

察教师在课后服务过程中的态度、积极性以及是否

为学生提供充分发展并获得学生支持。

（三）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

优化后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为中小学教

师评价提供了观测视角，然要进一步分析认定教师

的工作还需配套相应的评分标准。评分标准涵括于

教育评价中，教育评价常用类别量表、等级量表、等

距量表、模糊量表四种，可根据评价需求进行选择。

此外，教育评价技术中，测量技术常用分项评分测量

技术、位次测量技术、末级指标量化技术三种，统计

技术主要以分项评分汇总技术为主。［7］依教育评价的

量表和技术特色，再综合我国华北、东北、华中、华

东、华南以及西南六个区域代表性中小学的教师评

分标准及权重分配，以抽离“体系烦琐、评价异化”困

境和“双减”减负理念为基本导向。本论文试图以等

级量表为评分形式，以分项评分测量技术为评分汇

总的优化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具体

标准可由各校依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确保教师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优化后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将分值设为

ABCD四档等级，A档为 90~100分，B档为 70~90分，C
档为 60~70分，D档为 60分以下，分为对应优秀、良

好、一般、不合格。各一级指标及评分说明具体如

下：第一，“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占比 30%。评分根

据教师日常工作表现、活动记录、班级日志、学生评

价、其他教师评价等确定。重点评价“关爱学生”和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两个指标，以促

进“双减”的有效落实。第二，“作业管理能力”占比

10%。评分通过作业台账和学生评价确定，其中作业

布置数量和书面作业时间总量每超 1小时，扣除 2
分。作业完成指导出现要求学生或家长批改作业，

直接扣除 10分。作业反馈平均时间超过 1周，扣除 2
分。以严格评价标准促作业管理新转变。第三，“课

后服务水平”占比 10%。评分通过课后服务内容、形

式的数量和质量、师生评价、家长反映、学校检查等

确定。注重课后服务的针对性、发展性、多样新和创

新性。可适当予以进一步表彰。第四，“教育教学和

专业化能力”占比 7%。评分依据教案、听课纪要、教

学工作检查、学生评价、教研组记录等确定。重点考

察是否出现超纲超进度重成绩等现象。第五，“身心

健康”占比 3%，评分根据心理测评量表、师生评价、

教师自评等确定。重点不在评，而在及时调整促进

教师身心的健康发展。第六，“教师培训”占比 10%。

评分根据教师培训考勤表和教师培训表现确定。其

中每学期缺席 10次培训应予以告诫。第七，“家校沟

通”占比 5%。评分依据家长评价和教师自评确定，

重点关注家长的反映与需求。第八，“课后服务次数

和时间”占比 10%。评分根据课后服务考勤表和打

卡记录确定。第九，“作业设计情况”占比 3%。评分

根据作业台账确定。第十，“课后服务表现”占比

2%。评分依据学生评价和教师互评确定，可适当予

以相应表彰。第十一，“教育教学业绩”占比 10%。

评分依据教学完成情况和工作成效情况等确定。依

据所获成果、奖励的等级，成绩合格率的比值进行

加分。

三、“简”与“繁”——优化需注意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简捷高效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需转变

“评价趋于烦琐”的倾向。“双减”政策虽旨在减轻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若是教师的负担不

减反增，则其一无法潜心教书，精心育人；其二易产

生职业倦怠和负面情绪，导致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

影响“双减”育人根本目标的实现。要消解教师负

担，最为关键的便是建立简捷高效的评价体系。主

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评价指标体系内容的精简。

从指标的重要性、客观性、目的性、难易度等凝练语

义清晰具体的一、二级指标，减少指标总量，提高评

价效率，减轻教师负担。本文所优化的中小学教师

评价指标体系在保证评价有效性的基础上，整体精

简为 11个一级指标和 23个二级指标，相较目前所采

用《专业标准》的一、二级指标，在指标数量上有明显

优势，评价效率必然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

师评价工作量。二是抓住评价重点。本文所优化的

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与“双减”政策挂钩，主要

评价“作业管理”“课后服务”两大方面，减轻其余重

复而不必要的评价负担，以便“双减”背景下教师重

心的转变和适应。

（二）注重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性和发展性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须扭转

“重成绩轻育人”“重结果轻过程”“重奖惩轻发展”等

（下转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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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体会互文句式对虚景特征的表达效果；体会情

景交融的抒情特点，感受景中情、情中景。

总之，初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阶段，在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发展的理念追求下，教学需要考虑学生

的知识积累、前见，充分解读教材内容之于学生学习

和心理成长的独特价值，处理好意象教学的层级化

定位，确定每一篇课文可以达成的层级化子目标体

系，保证每一次的意象教学都能在已有基础上有所

提升，而不是原地踏步，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是

层级化意象教学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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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倾向。第一，增加“德”“能”“勤”评价权重，减少

“绩”评价权重。本文所优化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

体系中“德”“能”“勤”“绩”分别占比 30%、30%、25%、

15%，通过调整比重转变异化评价倾向。指标体系聚

焦教师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能力、家校沟通、学生

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强化学生分数之外的

教师教书育人的评价。使教师不再片面追求高分，

盲目进行“题海战术”，切实减轻学生负担。第二，既

要立足于教师现实的工作表现，又要着眼于教师的

未来发展。注重教师的发展性评价，通过评价促进

教师的进步，注重分析教师的专业成长轨迹和能力

提升前景，改进教师工作反馈机制。而非将考评目

标狭隘化，倒置目的与手段。

（三）完善多元补偿机制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完

善教师补偿机制。无论是作业管理、课后服务抑或

家校沟通、政策执行，教师都是主要承担者和引导

者，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是以须要完善教师补偿机

制。首先，制定合理补偿标准。由国家层面制定课

后服务费发放标准、作业台账管理制度、“双减”培训

工作管理，具体标准可由省域层面依据实际情况自

主增减。其次，保证教师生存利益。课后服务经费

分为参与津贴和奖励经费两部分，参与津贴应每月

发放，奖励经费可由学期末考核发放。此外，教师参

与培训等也应由学校统一报销，最大程度减轻教师

经济负担。最后，保证教师发展利益。满足以下标

准中任意一条即可符合教师评优评先条件：参与课

后服务表现良好；作业设计指导优异；教师培训认真

积极；家校沟通良好。减轻教师竞争压力，促使教师

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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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f People through Practi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The Logical Approach, Practical Dilemma and the

Solution Path
NING Ying-ying

（1.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25, China;2.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implementing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logic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practice is the basic way to cultivate civic morality, practice promotes students to become moral "actors", and
practice guides citizens to live a moral life. At present, there are dilemmas such as "passivity", "formality",
"entertainment" and "utility"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our country, which restri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ity.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ral education requires an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school's practice education
system, integr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r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improves teachers' practical education ability, and enhances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moral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e;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LIN Hui-q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equires a matching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evaluation. Aiming at the current cumbersome and complica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at increases the burden on teachers, in view of the dilemma of the alienation and
distortion of evaluation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accord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is paper build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from the framework, content, and scoring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mphasizes the simplic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supporting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ey words："double redu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olicy
evolution

Structural Exercises: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thematical Models in
Primary Schools

——Taking the teaching of "distance, time and speed" as an example
YU Hui

（Gutian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Ningde 352200, China）
Abstract: Mathematical model construction is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process of inquiry. The overall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structural exercises can help students form structured knowledge and structured thinking, lead
students to in-depth modeling, and build structured classrooms. The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of "distance, time and
speed"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initiative exercises,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all
knowledge; open-ended exercises,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reciprocal exercises, clarifying
structural deepening models; contrasting exercises, reconstructing structural expansion models.

Key words：structural exercises;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building mod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