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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下称《目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将“美术与书法”正式
列为一级学科，自2023年下半年启动招生的
研究生培养按新版学科专业执行。

从2021年12月10日征求意见到正式定
位一级学科，不到一年时间。书法成为一级
学科、特设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的合理性、必
要性以及学科未来发展和学生就业形势的
讨论不断涌现。就此，记者对话相关人士，
以求全面了解该专业背后的制度建设与设
计考量。

从艺术类专业到一级学科
空间比二级学科等拓展了许多

公开资料显示，1963 年，中国美术学院
首设书法本科专业。但在本次新版《目录》落
地之前，书法类专业均按艺术类招生，是与美
术类、音乐类等并列的四年制本科专业（部分
院校设有专科）。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新版《目录》发布
之前，我国有约140 所高校设置了书法类本
科专业，另有近34所高校及研究所在招收书
法类研究生。

那么，书法专业被列入一级学科意味着
什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
诉记者：“成为了一级学科，就意味着可在其
分支下，继续设立二级学科，空间比二级学科
等拓展了许多。”

书法专业学生为何热衷考研？
就业面窄，考研难度较低

某考研培训机构书法专业方向的张老
师告诉记者，书法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会
选择从事书法教学类工作，但由于当前全国
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师岗位尚未真正设立，因
此多数毕业生只能从事硬笔或毛笔书法培
训，就业方式相对单一。因此，更多书法本
科专业学生迫于就业压力，选择了继续深
造。

另一名考研机构书法方向的培训人员李
老师也表示，大多数学生选择攻读书法专业
硕士或博士，都是为了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拓
展未来晋升空间。“比如要进入权威的书法协
会，或在大学任教，想要获取更高的职称评
定，学历就是一道门槛。”

湖北美术学院 2022 年 1 月发布的《2021
届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
书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主要在教
育（33.3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3.3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3.33%）。

当然，同为书法专业培训教师的杨老
师告诉记者，书法专业学生虽然就业方式
比较单一，但考研跨专业现象却比较普遍，
一方面在于虽然该行业不容易找到好工
作，但能在毕业后进入教育机构带课，或成
为一名中小学书法教师，对很多人而言也
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书法专业考研难
度相对较低，所以认为自身专业不太好的
学生，也会选择跨专业考研就读书法类研
究生。

但对于书法设立为一级学科是为了缓解
就业压力的说法，储朝晖并不认同。他认为，
书法专业能吸纳的就业岗位并不多，且专业
性很强，要通过增设博士点来实现扩大就业
这一观点站不住脚。同时，由于书法的专业
性强，毕业生的就业虽然面上比不上其他专
业广，但门槛的存在就意味着横向竞争会低
一些。

书法专业学子心得：
设立为一级学科前，“存在感”低

“将书法专业的博士学位单列，我看到
这个消息很兴奋。”王同学说，这一政策的落
地，会大大鼓励包括自己在内的更多书法专
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书法领域多做有价值
的研究，也看到了国家对这一专业的鼓励和
推进。

本硕均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书法专业
的王同学说，书法专业被单列为一级学科
招生之前，他感到这门学科“存在感”很低：

“我们过去考研从来不说考书法学，而是说
考美术学，拿到的录取通知书也是中国书
法文化研究院下设的美术学中国书法史方
向。”

据王同学介绍，自己所在学校开设的书

法专业本科教学，主要包括素描、水彩等内
容，在本科时，还会要求学生每年学习“篆隶
楷行草”等多个书法种类。

“本科更多是基础的通识教育，但研究生
学习就更偏重技法上的学习。”王同学介绍
称，在研究生第二个学期以后，每个学生必须

选泽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一门书体，进行专业
实践的学习。到毕业时，学硕需要提交一件
书法作品，专硕则会要求提交两件。

当然，书法专业的硕士教学，发表论文也
同样是必须。王同学介绍，书法专业的学生
也同样需要在读研期间积极发表论文，甚至
从研一下学期开始，导师就会给学生安排论
文题目，一直到研三都需要写论文，并争取在
诸如《中国书法》等刊物上发表。

未来前景如何？
将鼓励更多人重视书法学习

新版《目录》落地之后，与过去相比，有着
怎样不同的分量？对书法学科的建设又能带
来何种机遇？

储朝晖认为，书法进入一级学科后，将鼓
励更多人重视书法学习，也传递出我国教育
中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对于书法专业迈入
一级学科建设进程的教学意义，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
任于洋就在近期公开刊文指出：书法专业长
期挂靠在文学、艺术学、美术学等其他专业
中，现在的书法学科发展现状并不能完全适
应时代的变化，需要思考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优质教师资源是否短缺等问题。

本报综合消息

“我现在是二级教师，二级满五年之后
就可以参加评选一级了。”王赞（化名）是北
京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参加工作时间并
不长的她正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着规
划。

王赞所说的教师岗位等级就是社会上
通常所说的职称评聘。

长期以来职称评聘备受中小学教师的
关注。职称的高低不仅跟教师的个人收入
相关，更是对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认定。
但是，由于之前的政策对不同教师职级岗
位结构比例进行了规定，使得中小学教师
职称评定的竞争非常激烈。

近日，随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
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
不少人期盼“新政”能使困扰中小学教师多
年的评职称难的情况得到改善。

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将有机会评上
高级职称

孙娅就职于我国北方某城市的一所教
师进修学校，是小学语文学科的教研员。

“职称新政”的出台让这个有着 30 年工龄
的老教研员异常兴奋。

“这个《意见》出台，对中小学教师最大
的影响是将有更多教师有机会评上高级职
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说。

记者对以往的政策进行了梳理：2015
年，国家对中小教师职称制度进行了改
革，改变了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独立的
职称制度体系，统一之后，中小学教师的
职称有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
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其中，正高级教师
和高级教师对应高级职称，一级教师对应
中级职称，二级教师和三级教师对应初级
职称。

储朝晖认为，此次《意见》明确提出，中
小学教师岗位等级设置划分为高、中、初
级，不再在国家层面对高、中、初级岗位结
构比例作统一规定，而是在明确合理配置
要求的基础上，授权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分学段、分类
型科学设置教师岗位结构，适当优化调整
中小学岗位结构比例。

按照《意见》规定，今年的“职称新政”
施行之后，各省可以县为单位计算、分配、
管理教师的岗位职级。也就是说，初级、中
级、高级教师各自所占的比例、如何分配将
由各省按照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同时，“职
称新政”对高级职称的数量给出了一个可
以参考的比例：“十四五”期间，正高级教师
岗位数量控制在全国中小学教师岗位总量

的千分之五以内。

更多年轻教师有望突破事业“天
花板”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职称比例的限
制就像是一块事业的天花板，很多年轻人
的发展就是卡在那儿，好多年也动不了。”
孙娅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教师都提到了孙老师
所说的这个“天花板”。

“学校里很多年轻教师是二级教师，一
级早被老教师占满了，老教师也干得挺好，
但是再往上很难了，所以一环套一环，很多
年轻教师没办法认定一级。”北京市一所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说，现在新入职
的年轻教师学历都很高，入职后，很快就能
拿到初级职称，向上的职称评定就开始有
难度了，不少学校领导发愁如何激励年轻
人的积极性。

限制不仅仅体现在校内。
由于工作出色，早在2000年左右孙娅

就被评为所在城市的市级骨干教师，几年
之后，不少跟自己差不多的骨干教师已经
被评为了“学科带头人”，但孙娅在“骨干”
的队伍里一干就是十几年，“因为我们这里
要求‘学科带头人’的一个‘硬杠杠’，就是
必须是正高级职称。”但是学校只有两个高
级职称的名额，孙娅并没有争取上。

因为名额太少，中小学教师评聘过程
中也出现了不少“怪现象”。在不少一二线
城市，教师为评职称托关系找门路的事情
时有发生。

“不少教师并不是打心眼里佩服那些
‘带头人’或者‘特级’。”北京市一所中学的
教师对记者说，有的人是某位领导的亲戚，
评职称的时候是被“照顾”的；还有的人善
于上下打通关系，甚至有些“学科带头人”
就是以人脉广著称。

在一些县乡镇的学校则出现了另外一
种现象。

“我们是县直学校，学校在编教师143
人，其中中级职称人数有 64 人，由于进城
考试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满五年的教龄，而
乡村学校中级职称空岗数较多，有些乡镇
还存在用不完的现象，所以很多教师都是
评到中级职称才考进县城的学校。”江西省
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韩周兴说，学校评上
高级职称的老师已经有6个了，这样，中级
职称的教师上不去，中级职称的名额也没
有空出来，学校还有70多名初级职称的教
师要竞评中级，“所以高级、中级的竞争都
非常激烈。”

储朝晖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分
学校曾经采取“地方粮票”的方法。所谓

“地方粮票”，就是教师在这个学校，学校会
给教师更高一级职称的待遇，但是出了这
个学校，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还是要按照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职称级别来对待。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位中学校长期
望：“这个‘新政’能真正落实到位，打破这
个限制，让更多年轻人迅速成长。”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持续激励
杜绝“躺平”

近些年来，不少地方、不少学校在教师
职称评聘时还是尽可能做到公正透明。“教
师展现的舞台还是挺多的。”韩周兴说，比
如，各级政府的评先评优，各教研室、电教
室组织的活动赛事、课题的申报，等等。

北京市某中学一位历史教师介绍，他
所在的学校采用“积分制”，教师们在各种

“评奖”“评优”中获奖会有不同的加分，班
主任、发表论文等也会加分，最后还要对所
有参评教师进行民主评议。

但是，仅有过程公正还不够。
有些教师职称晋级后反而“躺平”了。

“都说我家娃这个班的物理老师特别牛，去
年还评上了市里的学科带头人，但是，开学
还不到一个月，老师已经好几次上课时被
同学问住了，很多孩子怀疑老师根本没备
课，不得已，班里的同学都只能去隔壁班找
老师答疑。”北京的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职称评审是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会对教师造成较大
的压力。”储朝晖说，“教师职称评选的标准
是什么？不同学校、不同区域的标准能否
保持一致？不同学校的教师获得同一职级
后拥有的权利是否平等、公平？这些都是
更深层次的问题。”

此次“职称新政”回应了这些问题，比
如，《意见》中提到要“遵循中小学教职工成
长发展规律，创新岗位管理政策措施，拓宽
职业发展通道，激发中小学教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
师队伍建设”。还提出要“坚持分类施策、
分级管理”“坚持因事设岗、精简效能，科学
规范、评聘结合”“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发
挥学校在用人上的主体作用，健全完善考
核制度，加强聘后管理，奖优罚劣，树立重
师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的导向，构建
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机
制”。

正因为教师职级岗位结构既涉及教师
切身利益，也涉及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
后地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储朝晖表示，
亟须建立更科学、公正、客观的中小学职称
专业评价机制，让教师的职称评定及权利
使用都有规可循。 本报综合消息

书法成为一级学科意味着什么

中小学教师“职称新政”突破了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