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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有多受欢迎？来自市教
育考试院的数据，近几年，报考教
师资格证的人逐年增加，2016 年
4600 人 报 考 ，2017 年 攀 升 至
9000 余人，2019 年仅下半年报考
人数就达到1.95万人。

手持教师资格证，只是当老
师的基本门槛。教育部门表示，
新教师公开招聘，分笔试、面试、
课堂教学能力考核3关，音体美老
师还有专业技能加试。

怎样才能胜任教师岗位？一
名优秀老师，需具备怎样的能力
和素质？

局前街小学校长李伟平表
示，会解题、会上课的并非就是一
名好老师，教师这个岗位对综合
素质要求很高，除了具备出色的
学科素养能力，掌握班级管理艺
术 、沟 通 技 巧 外 ，还 需 具 备“3
心”——

善心，这是对老师最基本的
要求，只有真心爱孩子，才能投入
这份工作；

耐心，一名老师面对的是 1~
2 班的孩子，要有足够的耐心，才
能和数十名孩子打交道；

责任心，这个行业吃的是良
心饭，不能有私心。

怎样才能胜任
教师岗位？

2020 年度常州晚报小记者
招募启动以来，常州市小记者协
会收到了很多家长和小记者的
咨询，我们选取了关注度较高的
问题做出回答。

问：常州市小记者协会和常
州晚报小记者是什么关系？

答：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由
常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教育局、团市委、常州日报社等
单位发起，经常州市民政局注册
的江苏省一级社团，是非盈利组
织，协会的主要展示平台为《常
州晚报》，所以协会小记者也称
为“常州晚报小记者”。

问：招募“小记者”的单位很
多，常州晚报小记者和其他小记
者有什么不同吗？

答：常州市小记者协会是经
市教育局批准招募小记者的组
织，接受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民政局等
单位的监督，常州晚报小记者各
方面权益更有保障，请家长们仔

细对比，慎重选择。
问：学校的小记者报名工作

何时开始，我们可以自己来协会
报名吗？

答：2020 年度小记者报名
于2019年9月1日—12月20日
进行，在此期间，全市 180 多所
中小学都会自主开展小记者招
募工作。如在学校没有报上名
的，可以携带学生的相关材料直
接来协会，由协会进行审核是否
获得报名资格。协会位于常州
日报社。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证和装
备什么时候发下来？

答：新年度的小记者要经过
学校审核和小记者协会复核后
才能颁发证件，学校将新年度小
记者名单上报协会后，15 个工
作日内，协会工作人员会将报名
成功的小记者的证件和装备发
放到学校，由学校进行统一发
放。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何时开

始参加活动？
答：今年 9 月—12 月报名

的是 2020 年度的小记者，新年
度的小记者权益要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享受，赠送的全年

《常州晚报》也要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投递。目前已成功
报名新年度小记者的，我们将
尽快发放小记者证，拿到小记
者证的新年度小记者，就可以
报名参加小记者协会组织的活
动了，优秀文章也有机会在报
纸上展示。

问：平时小记者活动是怎么
开展的？

答：小记者活动开展大体分
两类，一类是学校自主开展的小
记者活动，小记者会员学校根据
本校实际情况，策划开展小记者
专场活动。另一类是协会策划
和组织的小记者活动，这些活动
会通过常州晚报、小记者官方网
站（www.changbaolexue.com）、
小记者微信服务号（公众号：

cbxjzxh）等平台发布，供小记者
和家长们选择报名参加。同时，
协会也会策划组织活动送进学
校，力争让每位小记者都能尽可
能多地参加活动。

问：小记者将如何投稿，贵
报需要怎样的稿件？

答：有特色的小记者活动稿
件以及征文，我们将择优选用发
表，希望小记者们踊跃投稿。投
稿 邮 箱 ：czxjzyx@126.com。
来稿请注明学校、班级、姓名、小
记者证号、指导老师姓名。

问：小记者的优秀稿件有哪
些展示平台？

答：《常州日报》小记者专栏
和《常州晚报》小记者周刊是小
记者优秀稿件的主要展示平台，
稿件还可刊发于《小记者》杂志

（季刊）、常报乐学网上，我们会
为刊登文章的小记者颁发荣誉
证书，以资鼓励。

问：新年度的小记者权益有
哪些变化？

答：2020 年度，我们推出了
小记者的十大权益，凭小记者证
免门票的景点有伊酷拉探索岛、
恐龙园、春秋乐园、嬉戏谷、东方
盐湖城、孝道园等，免费或优惠
的景点后续还会不断增加，协会
将继续努力给小记者提供更多
的免费采风选择。另外，2020
年度，小记者协会将大量增加活
动场次，主题培训、公益活动、采
风等活动数量更多，选择性更
强。

常州晚报小记者、家长还有
任何问题咨询、意见或建议，均
可联系我们。

联系方式
电话：0519-86630997
微信：关注小记者微信服务

号（公众号：cbxjzxh），联系在线
客服

邮箱：czxjzyx@126.com
地址：天宁区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集团12楼

2020年度常州晚报小记者招募问答

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
笔试于上周六完成。从市教育
考试院获悉，常州考生数再创新
高，共有1.95万人报考，同期增
长了6000人。

全 省 40.6 万 人 报
考，常州有1.95万人

去年开始，江苏教师资格
证考试调整为一年两考。其
中，上半年面向补考考生（两
年内有过应考经历，且笔试成
绩至少一门合格），下半年报
考对象不限。因此，下半年的
考试，考生明显多。

来自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的数据显示，这次教师资格证
考试，全省有 40.6 万人报考，
超过去年同期5成。

常州市教育考试院相关
人士介绍，2018 年上半年考
试，常州有 1500 人报名，下半
年有 1.3 万人。今年上半年，
报考人数为 2300 人，下半年
飙升至1.95万人。

统 计 显 示 ，1.95 万 考 生
中，社会考生略多。学段分布
上，申报小学的考生最多，有 1
万人，6600余人报考初高中教
师资格证，另有 2200 余人报
考幼教资格证。

据了解，笔试成绩两年内
有效，下半年的面试安排在
2020年1月。

记者查询得知，2018 年，
全国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
不到 30%，可见要通过这项考

试并不容易。

报考人数缘何呈爆发
式增长？

为何报考人数激增？
业内人士表示，可能受几

方面影响：首先，教师这一职
业越来越受到社会尊重和认
同，导致其职业吸引力增强；
其次是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整
治，要求学科培训老师必须

“持证上岗”；此外，考证的大
学生越来越多，且 2015 年开
始入学的师范生不再享受“毕
业即拿证”，也得通过“国考”。

◆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组
团应考

去年，教育部重拳整治校
外培训机构，师资是其中一方
面，要求老师必须“持证”上
岗，且任教的学科、学段必须
和证件一致。新规之下，去年
下半年的教师资格证笔试报
考人数首次突破万人。

某双证齐全的校外培训
机构，主打中小学学科培训，
在 常 武 地 区 有 10 多 家 教 学
点，学科培训老师六七十名。
负责人介绍，去年就动员没证
的老师参加下半年的教师资
格证考试，截至今年6月，六七
个没拿到证的被淘汰。目前，
在职的培训老师基本都有证，
这次仅个别助教参加考试。

另一家做初高中学科“一
对一”培训的机构，持教师资

格证的老师占比 6 成，负责人
要求老师们拿证最后期限是

“明年 6 月”，“届时如还拿不
到，就转岗或淘汰。”

在常州某校外培训机构教
语文的 H 老师，这次报考了初
中语文的教师资格证。毕业于
省内某师范院校的她，入职时
持有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现
在很规范，要求证上的学段和
实际任教的必须一致。”

H 老师说，这次机构有三
五个同事组团考试，事关饭
碗，大家都很重视，边上课边
复习，有过应考经历的她感觉
考得还可以。“考证对自己也
是一种鞭策”。

◆ 越来越多的非师范生
加入“考证族”

王苏娟是江苏理工学院

大三学生，专业为机械设计与
制造及其自动化。受家庭环
境影响，当一名中职老师是小
王的职业规划。去年 11 月，
她就开始备考教师资格证。

《教师综合素质》《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两门对身为非师范
生的她是新领域，为此报了长
期培训班，每天晚课结束后，
再去校图书馆复习一个多小
时。

小王说，班上30余人，1/3
同学都报考了教师资格证，报
班培训的就有五六个。“多持
一张证，毕业求职时多个机会
吧。”市场营销专业的大三学生
张心怡也是考证一族，已拿到
会计证的她这次又报考了教师
资格证，“老师工作稳定，还有
寒暑假，爸妈都希望我当个老
师。”

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考生数再创新高

常州逾1.9万人报考，同期又多6000人

201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考试，考生数再创新高

常州逾1.9万人报考，同期又多6000人
本版文字 毛翠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