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概从 2019 年起袁 我国许多城市兴起
了共享自习室遥 根据行业报告数据袁这些共
享自习室的主要用户并非学生袁而是已经步
入职场的青年群体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袁
人们出行受限袁于是出现了一个更为新潮的
自习野场所冶要要要网上自习室遥一些年轻人或
在网上开设的野自习室冶学习袁或在交互平台
上直播自习袁相互鼓励尧相互监督尧相互帮
助遥

据了解晚上 10 点在 B 站输入 野自习
室冶搜索袁各类 up 主的自习直播目不暇接袁
仍有许多人在自习遥 访问人次较多的野自习
室冶袁人气超过 200 万人遥 野我的数学不能辜
负冶野北外等着我冶 噎噎轻松的音乐背景下袁
弹幕不停穿梭遥

很多受访者表示袁 学习感到枯燥时尧自
己一个人奋斗感到孤独时袁直播是个好的选
择袁它能让人迅速找到志同道合的野学友冶袁
大家一起共享求知的时光遥 野就像一部美
食纪录片中所说袁耶人们对五味的追求就像
人生袁 生存之外还有体验袁 还有意义和联
结爷袁热衷于集体自习的青年人也如此遥 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心理学系副教授李晓茹向记者表达了自己
对共享自习现象的理解袁共享自习袁是学习
型社会尧互联网生活共同作用下袁青年人追
求丰富人生体验尧寻求与社会建立联结的一
种方式遥 彭景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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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底袁国家发布叶关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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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渊简称 野双减冶政
策冤遥 8 大方面尧30 条措施袁条条重磅遥 不
少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老师们袁迎来
了转型的挑战遥 众多培训机构的老师袁
他们有的已找到新工作袁并且开始适应
新的岗位袁开启新的职场之路遥 也有部
分人选择留守教育培训行业袁但其中不
少人的职业方向发生了变化遥

培训机构高管到民办校当校长

李晓之前在武汉一家培训机构工
作了 9 年袁担任国际游学总监兼市场部
总监助理袁那时袁她便常接到民办学校
希望她加盟的邀请袁但她从未想过离开
教培行业袁直到今年 7 月 24 日野双减冶
政策正式发布袁他立刻离职袁于 7 月 26
日袁入职武汉某寄宿制民办学校袁担任
副校长遥 目前袁作为副校长袁李晓负责招
生尧人事尧对外合作及发展规划袁收入与
从前差不多遥 野教培机构和学校毕竟是
不同的平台袁我在心态上需要做很多调
整遥 与教培机构相比袁学校的琐事会多

一些袁尤其是在寄宿制学校袁我需要花
更长时间呆在校内袁没之前自由袁我需
要调整工作的节奏和时间遥 冶李晓说遥

准备去考学校编制内的教师

受疫情影响袁今年大量学校将招聘
校聘教师的时间从此前的 7 月延后到
了 8 月中下旬袁因此到公办学校应聘做
校聘教师的原教培机构老师猛增袁其中
不乏名校高学历的袁公办学校也进行了
精挑细选遥 多位校长说袁他们当然希望
能留下优秀教师袁 但现现实问题事袁按
照现在的教师招聘政策袁部分培训机构
教师很难考进来袁 一些人可能因此流
失遥

据了解袁以武汉东湖高新区 2021 年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教师的条件为
例袁应聘应渊往冤届毕业生岗位的袁应为
2019 届尧2020 届尧2021 届全国普通高等
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曰应
聘在职优秀教师岗位的袁需要具备现任
中小学 渊幼儿园冤 教师且具备 5 年或 8
年及以上一线教学工作经历袁教育培训
机构工作经历和毕业前实习任教经历

不计算为符合条件工作经历遥 随着双减
政策出台袁公办学校确实需要有更多教
师袁大部分教培行业的老师希望能有相
关政策帮助教培机构教师转型袁给大家
同等参与考试竞争的机会遥

有人不工作去考研考公

为了突破野应聘社招教师需要几年
工作年限冶这道坎袁一些原培训机构老
师选择考研教育相关专业袁希望将来以
应届生身份重新进入教育行业遥 武汉人
小李就是这样遥 她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
专业袁毕业后应聘到光谷金融港的某线
上培训机构工作袁 做小学语文辅导老
师遥 7 月野双减冶政策出台后袁她的许多同
事陆续辞职袁而她一直观望到 9 月开学
后才下决心辞职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袁
打算毕业后继续从事教育有关的工作遥

也有一些人选择考公务员遥 野国考
报名已经开始了袁我正在研究哪个岗位
比较好考袁 看来明年的竞争会非常激
烈遥 冶28 岁的原教培机构教师小王说袁他
是男生袁考公务员更为务实袁目前他也
在犹豫袁 要不要也同时报名考个研袁多

一个转型的可能遥

留下的人也在转型

在此前一家大型教培机构所做的
叶野双减冶政策下袁教育培训行业教师现
状调研报告曳中袁显示选择留在行业的
老师中有近五分之一渊19.88%冤的教师选
择了素质教育的方向袁其次是私人家教
渊15.84%冤尧留学考试渊13.04%冤与高等教
育渊11.80%冤三个方向遥 不少留在培训行
业的老师转向公司新业务的不少袁如研
学尧体艺类培训尧成人培训尧托管班等遥
手中有一些家长资源的老师袁则倾向于
转向做野一对一冶家教遥

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小张已从
培训机构的小学数学老师袁成功转型为
教成年人普通话的培训机构的老师遥 早
早就在培训机构里从教师岗转为管理
岗的小王则决定还是留在公司好好干遥
野耶双减爷政策是民心所向袁机构肯定要
执行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遥 这难免会对
教师岗位进行调整袁但是对于管理岗来
说变动不大遥 冶小王说袁他希望能和行业
一起转型遥 张屏 张裕 王媛

当前袁 共享自习室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袁 网络自习室方兴未艾遥 渴望知
识尧 寻求进步的青年掀起了一场自我
提升尧 自我充电的时尚风潮遥 在我看
来袁这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过程有关袁
也是互联网时代青年寻求新颖学习方
式的结果遥

时代的发展尧社会的进步袁构成
了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基础遥 20 世纪 70
年代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院野人类
要向着学习化社会前进遥 冶许多国家和
地区开始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未来社会
形态的构想和追求目标袁 也作为推进
和实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原则遥
当前袁 我国正处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关键期袁 青年群体
主动学习尧不断探索学习的新方法尧新
方式袁无疑对构建全民学习尧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持遥

当代青年群体中出现共享自习
现象袁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遥 当前袁科学
技术迅猛发展袁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袁
创新的速度不断提高遥 面对目不暇接
的发展变化袁人们对于提高知识水平尧
开阔视野尧提升自身素质的诉求袁变得
更为强烈和紧迫遥 同时袁在校学生面临
就业压力袁职场青年面临职业竞争袁这
些因素催促着青年人主动学习尧 不断
学习尧实现自身突破袁以在职业生涯中
为自己赢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遥

学习之路是艰难的袁 在获得知
识的道路上实现从无到有尧从有到精袁
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遥在这一过程中袁
青年人找到了缓解心理压力的办法袁
他们通过共享自习获得野同道中人冶的
鼓励和支持袁 通过网络交往明确了自
己的角色袁 获得彼此激励和共同奋斗
的情感体验遥 在我看来袁这些青年人积
极学习的姿态尧 寻求健康生活方式的
劲头袁 能对整个社会形成良好学习风

气产生积极影响袁值得肯定遥
从某种角度来看袁 青年人青睐

共享自习室袁热衷网络自习袁实际上是
追求一种野学习的仪式感冶遥 在一些学
者看来袁共享自习室借用了野共享冶概
念袁 但实际上还是传统的租赁经济模
式袁本质是将野好的学习氛围冶和野学习
的仪式感冶租赁给用户遥 短短几年里袁
这种自习室在各大城市里出现了袁并
且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袁 这意味着莘莘
学子走出校门尧走向社会后袁还有很多
地方能为他们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尧
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袁 这对一个人一
生的学习之路来说袁非常重要遥

当然袁有了学习的场所和氛围袁
青年人更需注意培养和保持良好的学
习习惯遥 去共享自习室袁 重点在 野自
习冶袁而不是野共享冶遥 学习的过程中袁不
要忘了第一要务是把书读进去尧 获得
真知识袁否则那些野共享冶的体验仅仅
满足了共同学习的心理需求袁 而提升
自己的效果会打折扣遥 去网络自习室
学习袁重点也在野学习冶袁而不是网络互
动遥 醉心于看弹幕尧与野学友冶聊天袁或
用更多的时间观看那些与自己无关的
话题讨论袁 会影响自己的学习进度和
学习状态袁 直播自习的初衷便难以达
成遥

共享自习室和网络自习袁 是学
习型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袁
它们能否继续健康发展下去袁 为热爱
学习的青年提供良好的环境袁 还有待
进一步观察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袁当代
青年主动参与学习尧追求自身进步尧适
应创新环境的姿态袁 能对他们的人生
产生积极影响曰 青年人不断创新学习
方式的做法袁 也将有利于学习型社会
的构建遥 这让我们更加相信袁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袁 有能力肩负未来发展的重
任遥 张庆花

“双减”政策实施后，

培训机构的老师去哪了？

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
青年的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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