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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 浩

好政策就要实实在在起作用
■焦点话题·乡村教师

中国教师报： 从全国来看，330 万乡
村教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能在“下不
去、留不住、教不好”，这 3 个问题解决不
好，就会出现乡村教育“空心化”和乡村教
师流失问题。请问《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
出台能否破解这些问题？

许涛： 我国 35%的初中、66%的小学、
35%的幼儿园设在乡村，乡村学校是我国
覆盖面最广的基层教学单位。数百万乡村
教师坚守在条件艰苦的老少边穷岛等边
远贫困地区，他们无私奉献，支撑起中国
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近年来，党和国家
在稳定和扩大乡村教师规模、提高待遇水
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乡村教
师队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但正如你所
说，受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
便等多种因素影响，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
力仍然不够强，“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
的困惑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乡村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围绕“下得去、
留得住 、教得好 ”的工作目标 ，明确提出
了今后 6 年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4
项基本原则和 8 项主要举措，打出“组合
拳 ”，力求多措并举 、定向施策 、精准发
力、标本兼治，力争使乡村教师来源得到
多渠道扩充， 乡村教师资源配置得到改
善，教育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各方面合理
待遇依法得到较好保障， 职业吸引力明
显增强。

中国教师报：去年国家出台《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以后，各省份都推出了具体
的实施办法。 广东省是怎样贯彻落实《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的？

罗伟其： 目前广东有农村教师 50.1
万人，其中欠发达地区县城以下的乡村教
师 37 万多，占比超过 70%，这一群体是我
们特别关注的。

广东已经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了《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事实上，在国家
政策出台之前， 广东从 2013 年就开始着
力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在全省实施农村教
师津贴制度，且已经出现了县城教师主动
到乡镇任教的局面。

为了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 从 2010
年开始，广东省委、省政府每年拿出 5 个
亿实施“强师工程”，其中 40%用于农村教
师培训。 我们对教师培训工作提出了“三
精”要求：一是“精心设计”；二是“精心管
理”；三是“精准培养”，根据教师的不同经
历和需求设计相应的培训课程。 另外，在
培训过程中采用多种形式， 比如远程教
育、跟岗培训、置换培训、名师帮带等，各
种方式都在用。农村教师问题是系统性问
题，简单处理解决不了，系统问题必然要
用系统方法处理。

在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方面 ，从
2007 年开始， 广东探索大学毕业生到农
村任教上岗“退费政策”。只要大学生承诺
毕业后到县城以下地区任教，就逐年退还
其大学期间的学费、住宿费。政策实施后，
从 2008 年开始到现在， 广东补充了 4.2
万名大学生到农村任教。本来预计他们在
乡村服务 4 至 5 年会流动，结果去年底统
计，98%的人都选择留下。

所以，解决乡村教师问题必须打“组
合拳”。

许涛： 确实，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必
须打 “组合拳 ”，从各个方面共同加强 。
除了待遇问题 ， 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
决 ，比如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 。 教育部
2014 年下发《关于推进县 （区 ）域内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 》，
对相关交流的条件 、 要求都作了规定 ，
例如中小学教师每年交流比例应达到
10%， 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职称必须具有
一年农村学校工作经历。

职称问题也很重要。 去年，国务院决
定全面改革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首次在
中小学设置正高职称，以后中小学教师也
可以评“教授”。评定职称时不再对乡村教
师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发表论文做
硬性规定，而主要看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水
平，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我们还提出，国家要对在乡村学校长
期从教的教师给予荣誉， 比如对从教 30
年的乡村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我们特别希
望， 整个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高尚的群体，
希望他们的精神能在社会上得到发扬。

中国教师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
别提到要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让
乡村教师“留得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待遇问题，广东省的具体做法是什么？ 国
家在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方面，有没有强有
力的措施和办法？

罗伟其：从 2013 年开始，广东按照平
均每个教师每月 500 元标准给予教师补
贴。 从 2014 年起， 津贴标准提高到每月
700 元 ，今年将提升至 800 元 ，明年提升
至 900 元，后年将达到 1000 元。 如果每月
能给乡村教师 1000 元津贴， 这一岗位的
吸引力就会很强。实际上，根据调研，在津
贴达到 700 元时，安心在农村任教的教师
比例已经大幅度提升，找关系往县城调的
乡村教师大幅度减少，而且开始出现县城
教师愿意到乡镇任教的现象。实施津贴制
度、改善待遇，对稳定农村教师队伍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许涛： 这次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特意把乡村教师待遇问题提出
来，再次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乡
村教师的亲切关怀。 教师队伍建设，特别
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最核心的问题的
确是待遇问题。

从全国来说， 这几年有些地方变化非

常大。 湖南省凤凰县是国贫县，因为条件艰
苦，大部分乡村教师都想离开，招聘乡村教
师的时候，很少有人主动报名。但是从 2009
年开始，凤凰县委、县政府决定实施农村教
师津补贴制度，到 2013 年，村小和教学点
教师每月最少可拿到 800 元补贴， 最高可
达 1400 元，部分教龄长的村小教师年收入
近 6 万元。 从去年开始，当地缺少乡村教师
的局面基本扭转， 许多教师主动要求去村
小任教， 部分学校不得不采取竞争上岗的
方式选拔优秀教师到村小任教。

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晰地看到，着力提
升待遇水平， 对乡村教师来说最直接、最
实在，最能撬动一系列政策杠杆，最能增
强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在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上 ， 《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 》推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举
措。 一是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让每一个符合条
件的乡村教师都能享受到生活补助。 现
在已经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教
师平均每人每月增加近 300 元。 二是要
求各地一定要依据 《教育法 》和 《教师
法 》，真正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 ，依
法保障教师待遇 ，包括社会保险 、医疗 、
住房等福利。

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必须系统推进，依靠打“组合拳”

提升待遇水平，最直接、最实在，最能撬动
一系列政策杠杆，最能增强职业吸引力

中国教师报：在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待
遇、社会地位等问题之后，乡村教育还将
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如何进一步调动乡
村教师的积极性，拓展他们的发展空间？

罗伟其：现在的乡村教师队伍特别是
乡村小学教师面临着阶段性问题，现有教
师普遍年龄偏大， 再过几年他们退休之
后，许多年轻教师会来接棒。 这些年轻教
师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有更大的抱负，事
业发展的诉求会更强烈。 接下来，整个农
村教师队伍建设，至少是广东农村教师队
伍建设，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保
护这批年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保护他们
对事业发展的追求和渴望。

中国教师报：我们了解到，广东提出
要在 2018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乡村
教育和乡村教师能不能跟着同步迈进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行列？

罗伟其： 硬件条件基本上没什么问
题， 目前的核心在于教师队伍的水平和
素质。 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广东对
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会比以前要高。 我
最希望农村教师队伍与城市教师的差距
越来越小， 而且我们也会通过多种方式
提升农村教师素质， 比如通过发达地区
和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与交流， 利用
网上资源共同做教研等。

广东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我们提

出， 发达地区要将资源开放给对口支援
的欠发达地区， 而且发达地区要将对欠
发达地区教师的帮扶列入重点。 所以，我
们采用了跟岗培训的策略。 而且，跟岗培
训也要分不同类型， 一部分是欠发达地
区教师到发达地区跟岗， 一部分是县里
教师到地级市跟岗， 一部分是农村教师
到县城学校跟岗，逐级做。 广东从去年起
依托师范院校和有师范类专业的院校，
打造了 8 个教师发展中心， 对教师持续
培训一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 这样的培
训效果更好。

把教师队伍建设好， 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就有了基础。

如何留住年轻的乡村教师，需要特别关注；实现教育现代化，不
能落下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

中国教师报：听了罗伟其厅长介绍，
我们真的觉得广东的做法特别实。 下一
步怎么让《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及各地实
施办法在乡村生根开花？

许涛：以今年 1 月各省份实施办法
出台作为标志 ， 新时期全面加强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打通了 “最先一公
里 ”。 下一步如何真正落地 ，形势仍然
非常艰巨。

未来几年， 我们一方面将大力宣传
各地的新举措、新亮点，营造全面推进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良好氛围， 凝聚部委
协同、地方联动、全社会支持的合力。

第二方面，要把示范性项目做好，发
挥中央政策的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项目
的示范效应现在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
还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第三方面更重要，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加大督查的力
度，按照国务院文件的要求，每年开展专
项督查， 看看各省份制定的实施办法是
不是落实到位了，特别是到年底的时候，
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各省份的推进情
况，晒晒成绩，找找不足。

中国教师报 ：教育厅长 、教育局长
要管好一个省 、一个市的教育 ，真的很

不容易 。 罗伟其厅长对教育部特别是
对教师工作司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上
有什么期待？

罗伟其： 接下来围绕怎么更好地落
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以及结合广东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工作， 希望从两方面
能够突破。

一是编制管理。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既要有教师数量上的充足， 同时质量上
也要达到要求，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真
正实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发
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如今，老
百姓对教育的期盼更高了， 如果教师队
伍还是按照原来保基本运作的编制标
准， 肯定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路上会碰到
许多困难。 广东就面临这个问题，如果编
制还是按低标准， 就会影响教育现代化
的推进，影响教师质量的提高，希望国家
对教师编制适当放宽一点。

二是希望中央协调一下， 将教师的
调配权交给教育部门。

中国教师报：许涛司长曾经写过一篇
文章《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听说教师工作司的同志还与特岗教师结
对子、到基层与普通教师同吃同住，体验
乡村教师生活。您与基层乡村教师有没有

直接交往？ 他们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许涛： 在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过程中， 我一直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群
体，这 5 年我先后去了 23 个省份，每次
出差都会留出一定时间与乡村教师接
触，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感动，不仅
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艰苦条件和无私的
付出， 更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坚
守的力量，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撼。

许多年轻的乡村教师完全可以选择
去城市发展，但他们选择留在农村做特岗
教师。 来到农村后，他们迅速成为当地学
校的骨干，甚至成为引领乡村文明的先行
者，把文明的习惯、文明的风尚带到了乡
村。 在乡村生活、工作，他们自身的内心世
界也得到升华。 这让我们特别感动。 在工
作中，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感动化为用心
为他们服务的动力，把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化为工作中的实际行动，用力推出真正能
够让他们潜心育人的好政策。

我们应该感谢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
为中国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党和人
民没有忘了他们，我们也没有忘了他们。
我们特别期待乡村教师能够在党和国家
的政策鼓舞和感召下， 更加潜心教书育
人，更好地培育祖国的未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好政策必须落实到基层；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乡村教师工作必须竭尽全力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加快乡村教育事业发展，
是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
重视和关注的重点，为此，国
家专门出台了《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

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
住、教不好”的情况如何解
决？《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在
地方落实情况如何？两会期
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许涛，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
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做客中国
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视
频访谈栏目，接受《中国教师
报》总编辑刘华蓉的访谈，从
国家和地方层面介绍我国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对解
决乡村教师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中国教师报：为贯彻落实《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教育部在实施国家示范项目
方面有什么动作？

许涛： 教育部制定的政策是在充分
吸收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比如广东经验就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教育部定向施策、精准发力，率先实
施了 7 项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 一是扩
大实施特岗计划， 将连片特困地区以外
的中西部 265 个省贫县纳入实施范围 。
二是推动落实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 三是加快建设边远艰苦地
区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 四是推动统
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五是推
动城镇优秀校长、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
组织遴选首批 19 个示范区进行“县管校
聘”管理改革。 六是改革实施国培计划。
调整聚焦方向， 集中支持中西部乡村教
师校长培训。 七是加快筹备乡村学校从
教 30 年教师荣誉证书颁发工作。

中国教师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出台后，各省份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而

且许多省份都有自己的亮点。 哪些是让
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许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出台以
后，各省份跟进非常快，到今年 1 月份，
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
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实
招硬招频出，亮点纷呈。

比如待遇方面，西藏在每月 1000 元
和 1500 元补贴的基础上， 继续提高三、
四类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准； 湖南
将支持政策扩大到全省所有的国贫县和
省贫县乡镇以下的学校。

在编制方面， 山东通过机动编制补
充农村学校学科教师， 特别是音体美等
紧缺学科的教师，非常有效。 江西、河北
等地对工勤、 部分管理岗位实行政府购
买服务。 云南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加
强对寄宿制和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学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在培养和补充方面，贵州省以“特岗
计划”作为主渠道补充乡村教师，每年能
补充 8000 名至 10000 名大学毕业生。 新
疆每年定向培养 3000 名 “一专多能”的

乡村教师。 江西单列男性乡村教师招生
计划，逐步优化乡村教师性别结构。

在培训方面， 不少省份有许多创新的
做法，采取乡村教师容易接受的方式，把优
质的教育资源送下去；另外，我们推进了志
愿者项目、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等，这方
面广东已经领先了，浙江、江西也做得很好。

在职称方面， 河南对农村一线从教
满 30 年，距退休不满 5 年的乡村教师专
设职数聘任。 海南、湖南将乡村教师高级
岗位结构比例提高 3%-5%。

教师流动方面， 四川规定凡是在城
镇中小学任教满 9 年的教师， 都应向乡
村或薄弱学校流动，这个力度是空前的。

教师荣誉方面， 江西率先设计推出
乡村教师荣誉徽章奖励， 并在各类评比
表彰活动中，单列乡村教师指标，同时予
以倾斜。 西藏设立乡村教师终身成就奖，
表彰终身扎根乡村教育的优秀教师。

国务院下发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
后，各地出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政策，
乡村教师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些好政策，
非常喜欢这些好政策。

在国家示范项目引领推动下， 各地出台了许多惠及乡村教师
的实实在在的好办法好政策

罗伟其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许 涛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刘华蓉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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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乡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