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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名校博士投身广州基础教育

港大博士省实教物理

北大博士华附教化学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丘敏华

9月12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以下简称“华附”）官微介绍

了今年入职入编的40名新教师，

其中包括9名来自北大、清华和香

港中文大学等知名学府的博士及

博士后。 日前，广东实验中学（以

下简称“省实”）也公布了2021学

年新入职的26名教师，其中包括7

名北大博士、6名北大硕士和1名

清华硕士。 近年来，越来越多名校

博士投身广州基础教育。

越来越多名校博士

投身广州基础教育

根据华附公布的教师名单，今年40

名新教师入职， 其中包括9名博士及博

士后，分别来自暨南大学、清华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北京大学

（

2

人 ）

，以及美国MD安德

森癌症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

学。

较受关注的有生物教师纪艳，她是

美国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博士后，

硕博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专业是细胞

生物学。 2015年9月，她指导学生参加国

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iGEM)，最终

荣获金奖。化学教师谭灏诚本硕博均就

读于北京大学，本科专业为化学，硕博

专业为分析化学，2010年获第二十四届

全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全国第

11

名）

。

近年来，越来越多名校博士投身广

州基础教育。 在2020年广州市教育系统

校园招聘“优才计划”中，执信中学签约

20人， 其中博士6人，4人来自北大，2人

来自清华； 硕士12人， 北大和清华各4

人，其余4人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英国爱

丁堡大学。 此外，广雅中学签约8人，其

中博士2人，均来自北大；硕士6人，3人

来自北大， 其余3人分别来自北京师范

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伦敦大学学院。

今年3月31日， 白云区教育局发布

一则招聘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教师

岗位博士研究生50名，所有职位均要求

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位。 6月21

日，白云区教育局公示了第一批拟聘用

人员，共有18名博士，其中2名博士的职

称是副教授，1名博士的职称是高级工

程师。

博士教中学何以屡见不鲜？

工资待遇较好，成长发展机会较大

为何越来越多名校博士投身基

础教育？“在发达的经济及较开放的

市场环境吸引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才‘孔雀东南飞’。 ”广东工业大学副

教授乐云预测，在一线城市中学名校

师资中，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研究

生或将成为“标配”。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广州建立健

全的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联动机

制，实现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

低于公务员水平。 去年，广州奥林匹

克中学招聘事业编制中学教师30名，

被录用的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根据

其取得职称等级的情况，最高可聘用

到专业技术七级岗位

（年收入约

40

万

元）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分析，博士进入基础教育行列主

要集中在经济发达、教育发展较好的

城市。 从整个教育行业的人员构成来

看，目前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

还不是很高。“随着时间推移，肯定会

有更多高学历人才进入基础教育。 ”

储朝晖认为，经济发达、教育发

展较好的城市待遇较好，有良好的工

作环境和条件。 同时，高学历人才进

入知名中小学任教，成长发展的条件

和机会较大。

去年11月，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雅

静与广雅中学签约， 当时李雅静表

示， 教书育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情，“广雅中学作为广州名校之一，生

源和师资非常吸引我”。

博士教中学是否大材小用？

基础教育也需要高层次人才

名校博士投身基础教育是大材

小用吗？ 在储朝晖看来，教育行业的

价值高于很多行业，需要更多高层次

人才参与， 促进教育发展提质。“不

过，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个人要适合

教师岗位。 ”储朝晖说，学历只是一个

参考依据，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知

识、能力、个性特征适合当教师，喜欢

学生，跟学生在一起能感到快乐。

省实校长全汉炎认为，建设基础

教育教师队伍，需要培养一批领军和

顶尖人才。 博士学科知识深厚、科研

能力强，他们需要做的是把对原来专

业的研究转向基础教育的研究，转型

完成后，专业领域和基础教育领域有

机结合，能引导学生走进更广阔的世

界。“我对他们的印象非常好，他们能

够静下心来搞学问。 ”全汉炎说，这些

老师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激励

学生。

全汉炎表示，学校招聘教师并非

只看学历，还会看教师的教育理想和

情怀。“今年招聘时有40多名博士报

名，但我们没有全招，我们也招了一

部分师范类的学生。 学校会考虑不同

学段、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选择适

合的老师。 ”

博士在教学一线怎样教？

“学霸”经历树立榜样，从实用角度设计教学

省实8月29日公布的26名新教师

名单中有7名北大博士，涉及语文、物

理、化学等学科；17名硕士中有6名北

大硕士、1名清华硕士。 加上此前在职

的10余名博士，目前省实20多名教师

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省实物理教师王世杰本科就读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博

士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凝聚态

物理专业。“我选择当老师，主要是基

于兴趣爱好以及对自己能力的评

估。 ”王世杰说，“对我来说，教学是一

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 ”在省实任

教一年， 王世杰上课越来越游刃有

余。 讲解物理知识时，他常常会根据

学生的反应即兴举例子，让学生更快

理解知识点。

省实物理教师梁鹏飞是香港大

学博士，“在现在的教学中，老师要从

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设计教学。 ”课

堂上，梁鹏飞是引导者，抛出问题引

导学生思考，得出结论。 下课后，梁鹏

飞常常在办公室备好零食水果，等待

学生前来提问。“我很享受这份工作，

看着学生进步，帮助他们成长，感觉

很好。 ”

梁鹏飞认为，名校博士在中学任

教，还可以给学生树立榜样。“此前很

多学生只在新闻报道中看过中科大

少年班的故事，现在他们常常追问王

世杰关于少年班的事。 ”梁鹏飞说，学

生有了途径去了解他们好奇的事，会

激励他们努力变得更优秀。

今年6月， 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物

理博士吕金其给省实高三毕业生开

展了一场“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展望大学生活”的讲座。 当时他是这

样“宣传”的———高中毕业11年来，他

在垦丁看过日出， 在济州岛抓过螃

蟹，在圣劳伦斯河上吹过风，爬过富

士山；竞赛拿过国家一等奖；拿着全

额奖学金读硕、读博；跨国恋一谈就

是五年，把彼此的名字写进博士论文

……45分钟的讲座中，吕金其分享求

学经历、旅游经验，分享怎样填志愿、

大学要不要谈恋爱等“心得”，学生们

听得津津有味。

为了教学，吕金其常常花四五个

小时备课。 他说：“我要重学一遍高中

物理，相比硕博的研究领域，高中物

理涵盖面较广。 ”

学校如何留住人才？

成立博士工作站，引导人才扎根教育

博士入职后怎样适应教学？学校

如何留住人才？ 全汉炎说，新教师入

职后，学校会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培训

新教师。

“他们在知识储备方面没有任何

问题， 欠缺的是一些教育理论和方

法。 ”梁鹏飞说，学校多次组织培训学

习，教师之间互相分享。 他特别提到

师徒结对这种方式。“我的师傅从教

20多年，教我怎么把知识点讲给学生

听，教我写板书的方法。 ”

“博士到中学任教后， 不排除有

人会退出。 ”梁鹏飞表示，这是正常的

人员流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这样

的情况，不应该苛责“博士教中学不

合适”。 王世杰笑称，“暂时不会退出，

我和梁鹏飞可能在未来30年都是同

事。 ”

去年2月，省实设立“广东省博士

工作站”， 这是广东第一家在中学设

立的博士工作站。 今年，该工作站举

行2021年度系列研修活动，博士教师

们将在校外理论导师和校内实践导

师的伴随式指导下，在实践打磨中快

速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全汉炎表示，成立博士工作站有

利于引导集团内优秀的博士、硕士扎

根教育，也是他们后续发展赋能的重

要途径。“博士工作站的设立将为他

们搭建个人发展的平台，让他们一边

做教师一边做研究。 ”全汉炎介绍，工

作站与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等省内外

单位密切合作，让工作站的老师深入

参与相关课题研究。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执信中学也

加快高层次、 高学历人才的储备，目

前正申请博士工作站，引进一批教育

研究博士，开展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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