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让更多好教师脱颖而出
□ 本报记者 康 丽

第 29 个教师节已经悄然向我们走来。
对于 1400 万中国教师来说，2013 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 ， 巡回支教试点工作进一步扩

大， 乡村教师获得中央财政通过奖补方式
发放的生活补助 ；这一年 ，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 3 周年 ， 全国教师工作会议召开一
周年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领导下 ，各地
区 、 各有关部门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紧扣教师
队伍建设领域的主要矛盾和瓶颈问
题 ，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 、力求
底部攻坚的政策措施 ，推行了一

系列突破现有政策框架 、力求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

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出台配套文件
破解教师队伍建设瓶颈问题

为落实全国教师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
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 去年 11

月 ，教育部会同相关部委联合出台了 《关于大
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
《关于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职业
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青
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
意见》等 6 个配套文件，切实加强教师工作薄弱
环节，着力破解涉及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方
面的重点难点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园教师、职业教
育教师、 特殊教育教师一直是教师队伍建

设的“短板”。 针对这三支队伍面临的突
出问题，教育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 下大力气补
齐“短板”，实现了

各级各类教师队伍
建设的整体推进、协调

发展。
在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

方面 ，教育部在去年出台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的前提下 ，今年

出台了 《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
（暂行）》，推动地方按照配备标准补

足配齐幼儿园教师。 与此同时，推进
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
教试点工作 。 2012 年 ，在辽宁 、河南 、
湖南 、贵州 、陕西 5 省启动试点工作 ，
设置支教点 587 个 ， 招募志愿者 745
人 。 2013 年 ，继续扩大试点工作 ，新增
河北 、内蒙古 、福建 、江西 、广西 、云南 、
甘肃、青海 8 个省区。 截至目前，共有
41 个县开展巡回支教试点工作，计划
设支教点 2159 个、招募志愿者 4251
人。 为了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 ，
继 续 深 入 实 施 “ 幼 师 国 培 ”，
2011-2012 年 ，中央财政投入 6

亿元 ，培训农村幼儿园园长 、
骨干教师 、转岗教师 16.9

万人。 2013 年，中央财
政还将投入 5 亿元
扩大实施“幼师国

培”项目。
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建设方面，教育部目前正在研
制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 ，

目前已完成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工作， 将根据各方面意见修改完善后

于近期正式颁布。 今年启动实施职教师
资本科专业培养开发项目，计划“十二五”
期间投入 1.5 亿元， 支持开发 100 个职教
师资本科专业的培养标准、 培养方案、核
心课程和特色教材。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由中央财政支持、 遴选全国优质资
源、系统开发有针对性的教师培养资源建
设项目。

在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
教育部将继续推动相关院校办好特
殊教育专业， 扩大招生规模， 今年
招收 5973 名特教专业学生 ，比上

年 增 加 1881 人 ， 增 长 率 达
46%。 同时还将研制特殊教

育教师专业标准 ， 提高
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
化水平。

深化教师教育改革
教师培养培训质量不断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质有多高，培养
培训是关键环节。 为了提高教师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 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 、 各师范院校在培养培训上下功
夫，推出了许多创新举措。

师范生培养走出大学“象牙塔”。
越来越多的师范院校认识到，必须彻
底改变关门办师范教育的模式，师范
生培养要走出高校这个 “象牙塔 ”。
目前 ，全国共有 24 个省 （区 、市 ）的

54 所师范院校主动走出校门， 与地方政府和中小
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了联合培养师范生
的新机制， 师范生的培养方案有了更加明确的指
向， 师范生的培养有了更多一线优秀教师的参与，
师范生教育实践有了更高水平的中小学幼儿园实
践基地，有效提高了教师培养的质量。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彻底打破“老三门”。 传统的
教师教育课程基本上以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老
三门”）为主体，以学科体系性和逻辑性为特征，缺乏
对儿童和儿童学习的关注。 2011 年，教育部颁发《关
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
课程标准（试行）》，彻底打破“老三门”的课程结构体
系，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为基本理
念， 建构了模块化、 选择性和实践性的课程结构。
2012 年，启动实施“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建设计划”，通过转型升级、立项建设、遴选准入三
种方式， 支持建设 350 门左右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 逐步构建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国家精品
课程资源库。

加强教育实践能力培养。 教师是实践性很强的
职业。过去教育实习时间大多不到 8 周，远远达不到
培养合格教师的要求。近年来，各校纷纷大力强化实
践教学环节，加强师范生职业基本技能训练，建设长
期稳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实习基地， 建立师范
生教育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制度。 师范生的教育教
学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师范生的职业情感和社
会责任感不断加强， 受到越来越多中小学的欢迎和
好评。

创新教师管理制度
教师队伍的生机活力得到激发

为了建设一支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师队伍，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从管理入手，加强制度创新，激发了
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
准入制度， 严把教师入口关。 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
准，提高教师任职学历标准和品行要求。建立教师资
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也强调要“严格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全
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在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和精心部署下， 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改革和定期注册试点于 2011 年在浙江、
湖北两省率先启动，2012 年扩大到河北、 上海、海
南、广西等 6 省（区、市），到目前已如期完成试点任
务。改革试点的内容主要包括：统一教师资格考试标
准和考试大纲；完善考试科目设置，突出对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的考查； 将考试命题和考务组织交给专业
化的教育考试机构承担； 师范毕业生不再直接认定
教师资格， 统一纳入考试范围； 破除教师资格终身
制，实行 5 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加强对教师师德表
现、培训学时和工作业绩的考核。

试点期间，共平稳组织 4 次全国性考试，6 省份
参加考试人数 28.08 万人， 通过 7.72 万人， 通过率
27.5％。各试点省份考试秩序井然，安全平稳，社会反
响良好。与此同时，6 个试点省份分别选取 1－2 个地
级市开展了定期注册试点。 共有 66 个区县 4706 所
中小学的 18.9 万名教师申请首次注册 ， 通过率
99.2%，不予注册或暂缓注册了一批不合格教师。 参
与改革的广大教师反映， 注册程序方便简单， 不考
试，不收费，注册条件以师德表现、年度考核和培训
情况为主要依据，没有额外增加教师负担。

这项改革在教育领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少
人认为，教师资格考试改革与定期注册试点，是教
师队伍建设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改革，严格
了教师职业准入，破除了教师资格终身制，对于加
强教师培养培训和教师管理产生了积极的政策联
动效应，扩大了优质教师资源的增量，盘活了现有
教师资源的存量，有力地促进了教师队伍质量和水
平的提升。

教师资格考试改革与定期注册试点的顺利推
进，为下一步逐步推开此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扩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
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 决定从 2013 年下
半年开始，新增山西、安徽、山东、贵州 4 个省参加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试点省份达到 10 个。 新增的 4
个省同时各选择 1 个地级市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试点。 原有的试点省份继续完善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 同时可适当扩大中小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的区域，逐步在全省（区、市）
全面实施。 2014 年，根据相关省份的改革意愿，再扩
大 10 个省（区、市）为试点省份。 2015 年，力争全面
实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

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教师职业吸引力切实增强

如何让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待得住，留得下，地
位、待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教育部、
财政部近日将联合下发通知，从 2013 年开始，中央
财政采取奖补的办法， 对在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
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师实施生活补助。这意
味着，随着这一政策的逐步实施，乡村教师特别是连
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收入水平将高于城镇教师，农
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这是党中央、国务
院为农村教师办的又一件实事， 也是落实党的群众
路线的具体实践。

其实，在国家出台这项政策之前，一些省份、地
区已经做出了有益探索。

湖南省泸溪县从 2009 年开始， 由县财政埋单，

实施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 教师津贴连续 3 年翻
番：2009 年村小教师每人每月岗位津贴为 300 元，
2010 年达到 600 元，2011 年提高到 1200 元。 农村中
心完小、初中教师岗位津贴每人每月 400 元；此外，
泸溪还按国家标准发放教师绩效工资， 并在绩效工
资中特别设立了农教补贴，村（片）小教师每人每月
200 元，农村初中、中心完小教师每人每月 100 元。

泸溪县教育局局长龚佳平算了一笔账： 仅岗位
津贴一项， 村小教师一年收入要比城区教师多出
1.44 万元，不少村小教师的年收入可达 5 万元。

而江西省余江、玉山两县，早在 2008 年就开始
实施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制度。 作为
江西省的试点县，这两个典型的农业县有 1949 名教
师享受到了特殊津贴，占两县教师总数的 32.3%。

从 2013 年开始，江西省又在原有 1.5 亿元特殊
津贴的基础上新增 1.5 亿元， 用于提高在条件艰苦
的山区、库区、湖区等边远地区从教教师特殊津贴水
平。其中，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标准由
每人每月 105 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210 元， 最边远地
区由每人每月 180 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360 元， 提高
幅度为 100%。江西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
贴按学校所在地艰苦程度分为边远、 最边远两个地
域层次， 具体地域层次和学校类别的划分及相应特
殊津贴标准档次， 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确定，并由该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执行。

河北省内丘县是省级贫困县， 就是这样一个贫
困县，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决定由县财政每年拨款
127 万元， 作为全县 1163 位农村教师的专项补贴，
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前，该县农村教师津贴同大部
分县、市一样，是从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奖励性绩效工
资总量中提取出来的。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激励导向
作用，但也引起了部分城区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影
响了教学积极性。 如今，该县在绩效工资总量之外，
单独设立农村教师津贴，由县财政专项拨付，按照平
原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月人均 80 元，丘陵学校教
师月人均 100 元， 山区学校教师月人均 150 元、200
元、300 元不等的标准，一年发放 10 个月。

“这种分配机制在维护了城区教师教学积极性
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山区等艰苦边远学校教师
的待遇，对于进一步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高农村
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 ”内丘县教育局局长刘建军说。

加强师德建设
教师责任感和使命感明显提高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是教师的灵魂。
教师要树人，先要自己立德。为了促进广大教师

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明确了
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今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出台《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
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意见提出，要建立包括教育、宣传、考核、激励、
监督、惩处、保障等七大机制在内的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如：将师德教育纳入教
师教育课程体系，师范生培养、新任教师岗前培训、
在职教师培训都必须开设师德教育课程； 将师德表
现作为教师评优奖励的必要条件，作为晋职晋级、人
才培养的优先条件， 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年度考核应
评定为不合格，并在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职务（职称）
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和特级教师评选等环节实
行一票否决；突出师德激励，将师德表彰奖励纳入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奖励范围。

意见要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师德考核
办法，学校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师德考核应充分尊
重教师主体地位，符合教师职业性质，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教师个人自
评、家长和学生参与测评、考核工作小组综合评定等
多种方式进行。

“我们希望出台这个机制，进一步引导教师自
尊、自强、自省、自律。健全完善师德表现的激励、约
束和惩戒制度，用制度规范师德行为，引导教师立
德树人，为人师表，不断提升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
强化法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负责人说。

制度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
更多的教师是在自觉遵守一种规范， 向社会交

出作为教师的满意答卷。
福建省平和县崎岭中心小学教师曾春生， 长年

坚守三尺讲台、托起大山孩子的希望；江苏省镇江市
第三中学教师金燕， 身患重病仍坚持不懈并最终重
返教学一线；内蒙古突泉县杜尔基中学教师宋佳宾，
在农村教育一线一干就是 36 年，让更多农村孩子走
出乡村，走进高等学府，走向社会。

“师德是与教师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师
就是用爱为生命奠基的人。 ”9 月 8 日，被誉为“最
美女教师 ”的张丽莉来到北京师范大学 ，这一次 ，
她不是以 “丽莉老师 ”的身份 ，而是以 “丽莉同学 ”
的身份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 ，在被问及 “师德 ”是什么时 ，她如
此回答 。 在张丽莉看来 ，教师应该是作为生命的
塑造者而存在的 ，他传授的不只是知识 ，更多的
是用德行来影响学生。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基、强教之源。 教师的
高度决定了教育的高度。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的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成为上好课、教
好书、育好人的优秀教师；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向教
育家的方向和目标大踏步迈进； 越来越多的教师正
在成为教育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樊世刚摄

一个好政策，能够改变千千万万教师的命运。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年来，国家和
各地出台多种措施，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创新农村教师补
充机制；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强化师德修养……这些政策，惠及的不仅仅是千千万万普通
教师，更为千千万万个学生照亮未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奠定振兴的基石。

9 月 8 日 ，是 “最美女教师 ”张
丽莉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报到的日子， 兴奋得
彻夜未眠的张丽莉早早地来到学
校，参加学校举办的“尊师重教 奠
基未来”庆祝教师节座谈会。图为张
丽莉在学校《木铎金声》雕塑前留影

张丽莉在熟悉学校环境

张丽莉和北师大校长
董奇教授共同为校园内
“敬师松”揭牌

张 丽 莉 和 学
校师生共同栽种
“敬师松”

张丽莉的导师王雁
教授为她佩戴北京师范
大学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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