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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名师工作室建设博览会
我们需要怎样的名师工作室

誗发布全国名师工作室发展调查报告
誗优秀案例大会展示
誗区域经验交流
誗工作室成果课堂展示；
誗教师成长共同体创新研究与分享

本次会议， 邀请全国各地名师工作室参与大会
及课堂展示，10 个名额虚位以待，期待您的参与！

2015 年 10 月 24-25 日（23 日全天报到）

咨询电话
13581984907（宋老师）
15210293468（钟老师）

中国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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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应更加注重实质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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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是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
群体。 目前，全国共有 330 多万乡村教师，
肩负着向 4000 多万乡村学生传道授业解
惑的重要使命。 许多乡村教师长年工作在
交通、通信极为不便的边远山乡和海岛，有
的工作在缺乏取暖条件的高寒高海拔地
区。 与城镇教师相比， 他们的待遇水平偏
低， 生活条件也更为艰苦。 但为了乡村孩
子们的一生幸福，为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
业，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抵挡方方面面的诱
惑，长期扎根乡村、奉献教育，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艰辛。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和默默奉献， 我国乡村教育才得以维系和
发展， 他们托起了上千万农村家庭和孩子
的梦想。 可以说，他们是支撑乡村教育的
脊梁，是农村发展的希望。

目前， 乡村教师队伍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伴随乡村社会
人员结构、就业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革，一
些优秀乡村教师流失，乡村教育面临“空心
化”挑战。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特
别是留守儿童需要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看
护；另一方面，不少教师难以坚持在乡村长
期从教、终身从教。 因此，加强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刻不容缓。

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 比如： 农村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建立乡村教师补充机制；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标准，向
村小和教学点倾斜；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政策，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水平；建立
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引导城镇校长和教师到农村学校任职任
教；等等。今年 6 月，国务院出台了《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对加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做出系统安排和部署。 可以
说，乡村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已经成为当前
我国教育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

关心乡村教师，支持乡村教师，发展乡
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这些既是政府的职
责，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一大批
教育家，发出了“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
时代强音，积极投身乡村教育实践，力图通
过发展乡村教育启迪民智，加强乡村建设，
实现中国乡村社会的振兴。 诚然，与 90 多
年前相比， 当今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在中国从传统向现
代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乡村教育、加强
乡村建设，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关心乡村教师、办好乡村教育，
是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的责任。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 越来越多的热
心人士开始关注乡村教育、关心乡村教师。
马云怀着对教育的特有情怀， 在其基金会
第一个自主设立了“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和

“马云乡村教师奖”， 体现了他的责任与担
当，为全社会关心乡村教师、支持乡村教育
做出了重要表率。 我们有理由相信， 该计
划和奖项的设立， 将激励更多的优秀人才
扎根乡村，也将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
乡村教育事业。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师范
大学，她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培养教师、振
兴教育、 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作为我国

高等师范院校的排头兵， 北师大始终将培
养优秀教师作为重要责任， 始终致力于推
动乡村教育发展。 近年来，学校实施了国
家师范生免费教育项目， 为中西部输送了
大批优秀教师；开展了大量针对乡村教师
的培训， 每年有两万多名乡村教师走出乡
村来到北师大，带动了乡村教师素质的整
体提升；学校每年有 2000 多名师生到农村
开展支教活动，在学校管理、课程建设等方
面为乡村教育提供了大量支持； 同时学校
专家学者还围绕乡村教育开展了大量的深
入调查研究， 提出了许多关系乡村教育长
远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政策建议。 同时，
北师大还发起设立了“启功教师奖”等，支
持我国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

日前，首批评选出的 10 名“启功教师
奖”获奖教师在北师大与师生们座谈，他们
中有的在山区坚持执教 40 多年， 无怨无
悔；有的坚韧对抗病魔、为学生撑起一片
希望的蓝天； 有的在世界屋脊播撒知识的
火种，用牛车驮出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他们的存在、付出、坚守，让我们看到了乡
村教育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希望。

只有教育强才能中国强， 只有教师
强才能教育强，只有乡村教师强，中国的
教师才能真正强。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
国各类乡村教师行动计划与奖励的涓涓
细流， 正在逐渐汇聚成共同关心乡村教
师、支持乡村教育的江河之势。 我们正在
进入一个关心乡村教师的“互联网新时

代”———人人关心、处处关心、时时关心。
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乡村教师能够成为
更加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职业，中国乡
村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我们期
待，更多的教师扎根乡村，投身西部，成
为教育改革的奋进者、 教育扶贫的先行
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在不远的将来，
有了乡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支撑，有
了乡村孩子源源不断地成长成才， 中国
的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定能够进一
步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 9 月 16
日在“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暨首届马云乡村
教师奖”启动仪式上的演讲整理，有删改）

我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但最遗憾的
是只当了 6 年教师， 心里一直觉得挺内
疚。今天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机会，能够为
教师、同行、学生做点事情，我真的感到非
常荣幸。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投入 1000
万元， 但实际上中国的乡村教师有 300
多万， 他们担负着 4000 多万乡村孩子
的教育使命，我觉得这些钱是微不足道
的，并不足以解决乡村教育问题。 但我
希望下半辈子的时间能够作为乡村教
师的代言人，唤醒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对教师、对乡村教师的关注和
重视。

我最近去农村看了看，觉得现在农
村教育的发展非常快，跟以前相比有了
很大的变化，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和应
该做的事情依然很多。 现在农村建了许
多希望小学，但我觉得农村现在最缺的
是教师。

教师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我对英语非
常感兴趣，而对我学英语影响最大的正是
我的启蒙英语老师。 他的英语并不好，但
他懂得怎样教得更好，因为他能发现学生
的优点。 他经常鼓励我说：“马云，你的英
语不错，尤其是发音很好。 ”简简单单的表
扬， 让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许多年

前，有一次我到农村去，早上五点多去坐
公共汽车。 顺着车灯的光，我看到一个五
六岁的小女孩，她背了一个大书包，还拎
了一个包，在漆黑的路边走着。 那辆车刚
好停下来，我问小姑娘，你去哪儿？ 她说去
上学。 才早上五点多，她要在黑暗中走十
多里路去读书。 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
一天我有机会， 我应该为农村的老师们、
孩子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马云乡村教师奖”只是我们整个乡
村教师计划的一个开始。 我们要做、该做
和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所以我希望借
助这个奖项，能够唤醒全社会对乡村教师
的关注。因为只有全社会都来尊重乡村教
师，乡村教育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人
才。 当然，乡村学校可能没有特别完善的
教学设施、设备，但是我相信，300 多万乡
村教师， 你们是乡村里最温暖的阳光，是
你们的改变、投入、坚持、执着、敬业，唤
醒、启发了孩子们。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会考虑一
件事， 那就是毕业以后怎样可以不当教
师，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当教师是没出息
的。 结果当了 6 年教师以后，我发现这个
职业是最有意义、最温暖的，因为所有的

教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出息。只当了
6 年教师，我很遗憾。

教师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难以想
象。在大三的时候，我去乡村当了一个多
月的代课教师。 到那边以后，我震惊了，
我觉得这里的孩子们挺不错的， 但是条
件实在是太差了。 代课那一个多月是我
很快乐的一段时光， 在那里我得到了许
多以前在城市里没有的东西。 没想到六
七年以后， 那些学生中有 3 个考进了大
学， 还有几个考上了中专， 他们给我写
信，感谢我对他们的鼓励。 所以有时候，
作为教师， 不仅仅在于你能够给学生多
少支持，还在于你有多温暖、多阳光的心
能够改变学生、影响学生，因为他们是最
容易被影响、被关怀的。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还存在一些问
题。 中国教育的“教”没问题，但是“育”
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教”的水平非常了
不起，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和考试水平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棒的。但我们的“育”
有很大的问题，“育”的职责不仅仅是在
学校，还在社会、在家庭、在社区。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创新的世界，
要想在未来立足， 我们不仅仅
要靠知识，更要靠创新，
而创新的源泉来自于

“育”，所以“育”尤为重要。 我认为，乡
村教师最大的职责应该是多花点时间
在孩子们的体育、美育上，乡村教师计
划今后也会在这个方面多增加投入。

我读书并不好， 但是学习能力和
将知识运用于生活的能力很强。 而这
些能力是在生活体验中、 在团队配合
中锻炼出来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地靠
讲团队合作就能养成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的乡村教师能够在“育”方面多下
功夫，只有你们的温暖关怀，学生才会
与众不同。

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希望学生能够
超越我们，希望学生是快乐的、健康的，
希望学生的未来是光明的。 但我相信，
只有教师自己本身拥有这些，才能照亮
更多的人。

今天，“马云乡村教师奖”只是刚刚开
始，需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 我希望通过
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电脑、电视能够帮
助更多的教师。 我有责任为乡村教师代

言，对此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根据马云 9 月 16 日在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暨首

届马云乡村教师奖”
启动仪式上的演讲
整理，有删改）

近日，一名在美国教书的教师谈到美
国的教师节，他说，美国教师节的庆祝规
模远远不如中国， 既没有媒体的大篇幅
报道，也没有官方组织的各种表彰活动。
尽管每年全美都会评出全国“年度教
师”，但是影响也仅限于行业内，很难成
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究其原因，他
认为是美国大环境中缺乏像在中国那种
对教师的尊重之情。

不得不说， 这名教师只看到了表面，
他把各种宣传、表彰活动，简单地等同于
尊师重教。 通过表彰、宣传活动来体现尊
师重教，其实是一种表演，而非实质上的
尊师重教。

教师节，不在于有无庆祝表彰活动，而
在于是否真正保障教师的待遇、 尊重教师
的权利、解决教师的实际问题。我国有些地
方政府，尊师重教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喜欢
搞形式主义。所谓的教师节庆祝活动，主角
并不是教师，而变成了借庆祝活动“展示”

领导对教师的重视。 但在日常的教育教学
过程中， 却不保障教育投入， 拖欠教师工
资，甚至越权干涉教师教学的基本权利。这
样劳民伤财的庆祝活动还不如不要， 把庆
祝活动的经费拿来给教师办实事， 或许才
是真正的尊师重教。

另一方面，在教师节前后，家校关系也
偏离了尊师重教的轨道。 教师节家长送不
送礼，已陷入一种困境。一些家长给教师送
礼，并不是表达对教师的尊重，而是想获得
功利的回报———对自己的孩子好一些。 这
其实根本不是对教师的尊重， 而是对教师
职业的侮辱。 少数类似的事件对教师的整
体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我国庆祝教师
节已经逐渐减少了以往大规模的表彰、颁
奖活动，今年的教师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庆
祝活动，但尊师重教却更实在：李克强总理
指出， 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必须始
终处于优先地位。 尤其是对那些在贫困地

区、偏僻乡村坚守教育岗位的教师们，应当
给予更多关照和更多尊重……

据说， 美国教师节庆祝氛围不浓的真
正原因之一， 是美国人认为教师就是一个
普通的职业， 与其他工作一样为社会提供
服务， 对教师的感谢和对消防队员的感谢
没有什么两样， 美国人没有将教师放在一
个高高在上被尊重的位置。

这样的教师定位我非常赞同。 教师就
是一个平凡的职业，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
都应从教师的职业属性出发， 通过保障教
师职业待遇、 权利， 来确立教师的社会地
位。离开了教师的职业属性，再怎么宣传教
师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是人类
灵魂工程师”，都很难真正营造尊师重教的
社会氛围。

因此，尊师重教，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形
式上的庆祝，而需要转变观念，也需要踏踏
实实的投入和权利保障。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董奇：汇聚关心乡村教师的江河之势

马云：希望做乡村教师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