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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晓丽委员：大幅提高边
远地区教师待遇

□本报记者 张春铭

“乡村教育更欠缺的是软件———教师
队伍建设。 目前，乡村教师工作环境、工作
待遇，不是很理想。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
西宁市第十四中学特级教师庞晓丽说。

年逾 60 岁的庞晓丽，面容清瘦，身材
娇小，说话慢声细语却又掷地有声。她已经
在讲台上站了近 40年。 她说，自己做过的
最大的“官”就是班主任。 作为一位没有任
何行政职务、来自基层的政协委员，庞晓丽
在履职过程中，一直为乡村教师呼吁。

提高边远地区教师津补贴

“两个月内，3 个女教师先后流产。 ”
提及自己去年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支教所见， 庞晓丽话语沉重，“果
洛是青海海拔最高的地区， 气候条件不
好， 年平均温度不到零度， 海拔平均在
4000 多米，高寒缺氧，加上乡村教师工
作压力大，可能会造成女教师流产。 ”

庞晓丽说，她去年 5 月去果洛时，天
空还在飘雪，因为高寒缺氧，教师们个个
嘴唇发紫。 当地教师工资看似不低，有
5000 多元， 但是学校距离省城很远，物
流成本高，导致生活成本水涨船高。

庞晓丽发现，在乡村教师中，男女未
婚的越来越多， 乡村学校很难吸引优秀
师范生到当地任教， 免费师范生更是招
不到，各地区教师严重缺编，不少像果洛
一样艰苦的地区不得不降低教师招聘门
槛，这对教育教学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庞晓丽在调查中了解到， 果洛的特
岗教师原来有 59 名，后来走了 1/3。 “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肯定会决定
一个人的去留选择问题。 乡村教师待遇
还有待提高。”庞晓丽建议大幅提高边远
农村地区教师工资待遇。

职称向边远山区教师倾斜

职称是庞晓丽在调研中听到呼声很
高的一个问题。 “不比科研，教学成果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我们希望对在边远
山区从教 20 年以上的教师，在职称方面
给予倾斜。 ”庞晓丽说。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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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转会制”，可行吗
是该庆幸“惟楚有才”的骄傲，还是痛

心“楚材晋用”的悲哀？
一份调查指出，近 20 年来，逾万名湖

北优秀教师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仅黄冈一地， 近年 “东南飞” 的教师近
5000 人。 而久负盛名的黄冈中学，高峰期
一年要流失 320 人， 优秀教师的缺失，致
使该校近年来辉煌不再，每况愈下。 而同
在湖北的武穴市，仅 2012 年，5 名省特级
教师就有 4 人出走。

孔雀东南飞，尚且“五里一徘徊”。 可
在现实中，那些被视为“人中孔雀”的优秀
教师和校长，在举家北上南下时，却很少
表现出对故土的难舍难离。

年年两会，总有代表委员发声，为那
些受伤的学校呐喊呼吁。 今年两会，记者
在采访中也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他们的悲
与愤。

其实，受伤的又何止湖北一省？ 几年
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范先佐承接了教育部“我国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改革研究”的课题，课题组对中
西部 8 个省份的边远地区中小学进行抽
样调查， 结果显示：50%的校长反映近年
来有教师流失，且流失的主要是骨干教师
和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有的地方由于
教师大量流失，学校已无法正常开课。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宁愿放弃公办
教师编制， 前往大城市从事家教工作，成
为名副其实的“南漂”或者“北漂”。

他们缘何离开？ 我们，又该如何留住
他们？

孔雀东南飞
农村学校怎么办

“中国的好教师‘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非
常严重，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又从
市里到省里。”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
席朱永新近年来的提案里，几乎年年提及优
秀教师流失的案例，他对此深感忧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
然规律， 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原理，原
本无可厚非。

但是，当地方学校耗费大量资源培养
出一名优秀教师， 教师成名后却一走了
之，是否还算“正常流动”？ 若干年前，发
生在山东的一起“名师出走事件”，曾引起
广泛讨论，甚至引发了一场官司。

当年，山东某中学倾力培养了一名优
秀语文教师，并与其签订“10 年内不得提
出调离本校”的协议。令人没想到的是，不
到 5 年，该教师撕毁协议，转而到北京某
知名中学任教。

“北京名校来我们山区挖教师，我们
有点儿想不通。”这名校长直言，很后悔培
养这样的拔尖教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对发达地区名校
“下乡挖教师” 的行为也多有批判，“培养
一名优秀教师容易吗？这难道不是在继续
扩大教育差距？这样的做法，其示范性、公
益性究竟何在？ ”杨东平反问。

事实上，山东、湖北等教育大省的名
师出走屡见不鲜，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教
育之痛。 但是，相比地方学校名师远走北
上广更严重的，是农村学校、薄弱学校青
年教师、优秀教师的集体流失。

“多年来，我国教师资源配置始终呈
现人才逆向流动局面，欠发达地区、农村

学校承担了为发达地区、城市学校培养培
训教师的职责。”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
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

仅以四川某县为例， 据媒体报道，该
县大量农村学校青年教师仅仅将农村教
师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只
要能进城， 各种考试他们都会争相参加，
成了“考试专业户”。

“我们培养一个优秀教师，就走一个，
城里的学校又不给我们培养费或者转校
费，因此，农村学校越来越不愿意培养教
师， 这样我们学校的教师反而相对稳定
些。 ”该县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如此表示。

而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3-
2014》显示，农村教师渴望进城的愿望强烈。
“65.7%的农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在
有流动意愿的农村教师中，68.6%的教师想
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任教，90.33%的乡镇
教师希望到县及以上城市任教”。

当优秀教师纷纷“进城”，农村学校该怎
么办？“教师是整个教育非常关键的要素，谁
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孩子的命运和教育的
品质。 ”朱永新说。

其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自明———长此
以往，中国的农村教育将何去何从？

“一见繁华误终身”
流动喜与忧

或走或留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
理。 诚如张志勇所言，“流动出去 ，实现
自己的价值，给别人机会 ”，这未尝不是
好事。

优秀教师为何出走？ 道理并不复杂。
在某省高中教师群体中， 曾经广为流

传一则真实的“笑话”：凡是需要推荐教师

出省参加交流会、研讨会的事，校长的积极
性往往不大， 他们甚至还会给优秀教师做
工作： 这样的机会还是给底子相对薄的教
师吧。 其实，校长们担心的是优秀教师“一
见繁华误终身”，只怕他们“有去无回”。

说到底，教师出走，还是待遇不平等、
资源不均衡所致。 以评职称为例，朱永新
做过一项调查，各地教师职称评定的多数
名额集中在城市重点中小学校。农村初中
的高级职数设置比县城初中少 8%-13%；
农村初中的中级职数设置比县城初中少
3%-8%。

“城里的学校、主要是重点中小学教
师大量超编，高级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扎
堆，北京一所学校有 25 位特级教师，远远
超过一些偏远县城的特级教师总数。 ”朱
永新在今年提交的提案里提到。

除了职称和待遇的诱惑， 孩子的教
育，前途的考虑，都是教师出走的原因。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的彭老师是
从外省流入的，谈到南下的原因时，她说：
“我来深圳主要是为了孩子， 想让他能够
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去北京、上海的一些
中年教师， 其态度更是非常直接明了：为
了孩子考上一所好大学。

当然， 更多的出走是基于对个人发展
的考虑。 去年，湖北省天门市一名乡镇中学
校长主动放弃职务， 到广东一所民办学校
任校长。 这位对家庭教育颇有研究、在全国
小有名气的校长，并不是对薪水不满，只是
因为当地缺乏研究团队， 以及乡镇初中面
临的种种困窘———学校经费少， 教师编制
少，人情关系复杂，这些都令他心力交瘁。

“我现在 40 岁出头，再不拼一把就真
的晚了！ ”这位校长说。

不论是为了待遇还是理想，他们在实

现个人价值的路上愈走愈远，而不少原本
就已经“高人一头”的学校，也因他们的加
入而更加如虎添翼。 只是，当大量的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纷纷流失， 农村与城镇、内
地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已经形成———
这也不是不争的事实。

不能放任自流
也不能一味强调坚守

怎样的流动才算“正常流动”？
“教师通过流动，实现自身价值，没什

么不正常。但是，教师、校长这一职业有其
特殊性，他们的流动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
决定。”张志勇表示，教师的无序流动会产
生不少弊端，尤其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
而言更是如此。

如何为乡村学校、薄弱学校留住好教
师，甚至实现城市学校教师向乡村学校回
流？不论是两会代表，还是各级专家，都对
这一问题尤为关注。

“鼓励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不仅需
要舆论的引导，更需要务实的政策措施。”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周国富提
出，要实现城市教育反哺农村教育，更重
要的是出台具体的政策。

近年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都已对
农村教师流失现象给予足够重视，并在待
遇提升、职称评定、荣誉颁发等方面向乡
村教师倾斜。 如贵州、江西等省份出台了
在农村学校任教满若干年可直接聘任高
级教师职务的规定，一些地区在农村教师
职称评审，特级教师、名师、名校长评选，
以及评先树优等方面， 都开始与城镇分
开，实行计划单列。 （下转 5 版）

□本报记者 黄 浩 康 丽 刘 婷

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到了哪个团组、
讲了什么话，总是备受关注。 两会时间过
半时，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已经到过 5 个团
组。 在每个团组，总书记都有针对性地回
应了代表委员和基层的关切，实话实说，
不仅指出方向、剖析思路，还一起讨论具
体方法。 总书记的这些讲话，虽然没有专
门谈教育，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教育出了
“大考题”。 其中，两个最直接的考题是：
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

这里先讲教育供给侧改革这道“题”。
在湖南代表团，总书记说，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
法”和“减法”：增加要素投入 ，促进经济
总量增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
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
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同时，我感到这些
话对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

意义，这些话对教育界回答好教育供给侧
改革提供了直接的指导和点拨。

教育供给侧改革在两会期间引起了
热议。教育供给侧改革怎么改？总书记的
讲话已经点拨透了： 一是要明白这是一
场硬仗，要有充分的准备，除了人力物力
财力，可能更需要做好思想观念的准备，
是解决好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统一
思想，形成合力 ，明白这场仗为什么打 、
往哪里打、怎么打，这些答案正确了 ，才
有实践方向的明确、行动的准确、结果的
正确；二是要做好加减法，教育供给不足
是不争的事实，多年实践已经证明：管需
求多，管供给少；管不住择校热 、管不住
“减负”难、管不住留学低龄化、管不住片
面追求升学率……

教育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政府部门特
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改革。 改教育资源

配置、改教育评价制度，给学校更多的办
学自主权， 调动全社会支持教育的积极
性……必须基于法律和政策支持， 基于
行政部门舍得放权给权。

学校要改善治理结构和服务供给 。
教育环境、课程设计 、课堂教学 、师生关
系……这些丰富的学校教育元素如何变
得有层次、立体化 、多元化 ，满足不同学
生的需要，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必
须基于学校的主动变革，在变中求进。

要回答好教育供给侧改革这道考题，
必须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政府和学
校都要善做加减法。 做加法：提高教育供
给的质量、效率，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
要；丰富教育资源，提供多元可选择的教
育服务、教育内容。做减法：打破片面追求
升学率、 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评价标准，化
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等现象……在做

加法也做减法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满足
多方需求，处理好质量与均衡、公平与效
率、国家需要与个人需求的关系，才能真
正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发展更高质量更
加公平的教育。

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教育供
给结构，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满足社
会变革带来的对人才的新需求，才能真正
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的是把
握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法’和‘减
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政府
和市场”等 5 个关
系，用改革的思路
做好“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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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与名师
有个约会……

第二届
全国名师工作室
建设博览会

2016 年 4 月 9 日-11 日
（9 日全天报到）

中国·武汉

·名师工作室建设区域经验交流

·全国海选优秀名师工作室展示

·现场参加名师工作室体验坊

·教师成长民间共同体创新探索

·华师一附中名师战队现场招募

·“六人小会”模式实现精准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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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桃花沟教学
点是一个“迷你学校”，学校仅有一名教师和一
名学生。 58 岁的刘兆明已在此任教 38 年。 在
我国，像这样的教学点还有许多，都面临着“后
继无人”的难题。 曹忠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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