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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选取甘肃、宁夏、贵州三省区六个国家级贫困县中 17 所学校进行调研，并采

用随机抽样法，选取 460 名在职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教师生存现状问卷调查。本研究主要针

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经济待遇，职业满意度，教师专业发展等进行调查分析，对改进教

师生存现状提出政策和建议: 加大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的经济收入，减轻经

济负担; 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激发教师工作热情; 改变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 加强教师培训，

增加教师培训的机会，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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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师的生存状态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教

师个体所处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处境。［1］随着

现代社会的发展，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教师的生

存状态不应局限于物质精神状态，还应包括专业发

展状况。教师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着教育的和谐发

展，如果教师的生存状态不佳，教育问题将不可避

免，成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瓶颈”。前苏联著名

的教育学家加里宁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我国，教师担负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

革的重任，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同时，教师也是西部大发展顺利进行的关键因

素，关注和重视西部农村学校教师的生存状态是提

升西部素质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也将促进我国西

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西部农村教师的

生存状态理应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教师的生

存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师的经济待遇不断改

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根据目前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教师生

存状态进行的研究，如: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2］

教师的职业压力，［3］教师的职业倦怠，［4］教师的职

业压力与职业倦怠关系，［5］ 从心理健康、工作压

力、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等方面研究教师的生存

状态［6］等等，可以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由于

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教育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原

因，当前教师的生存状态并不乐观。为了解经济不

发达的西部贫困地区的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生

存状态，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选取了西部 3 省区 6 县

的 17 所农村学校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研究，为

探寻改善西部农村教师生存状态的有效途径和策略

提供客观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我们的调查主要侧重于教师的物质环境，并以

教师对其福利、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等主观感受来

表现其生存状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先选

取了甘肃、宁夏、贵州三个在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省

区，然后从三省区中各选取 2 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县，

最后从样本县中随机抽取了 17 所农村学校，其中高

中 5 所，九年制初中学校 6 所，小学 6 所。本研究共

发放教师问卷 4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460 份，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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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8． 9%。访谈教师 26 名，其中男性 14 名，女性

12 名; 访谈校长 17 人，其中男性 15 人，女性 2 人。
( 二) 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主要集

中于教师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

是免费义务教育政策( 以下简称免费政策) ①实施

后，出现的工作压力、教师培训和住房等方面的新问

题和新困难。之后对问卷及访谈资料进行汇总整

理，并使用 SPSS13． 0 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免费政策实施后西部贫困

地区农村教师的生存状态，与过去相比虽有改善，但

教师生存现状仍不尽人意，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具

体如下:

( 一) 教师的基本情况

在教师的基本情况这一问题中，我们就教师的

学历、类别、职称、教龄、年龄、民族六个方面的情况

做了调查并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1． 教师的学历方面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科学历者最多，占 54． 4%，

其次中师 /中专大专者占 43． 4%，高中及以下学历

者占 1． 9%，研究生学历占 0． 2%，也就是 97% 的人

具有专科以上学历。从学历的结构看，教师现在的

学历水平呈现“两头小，中间大”态势。另外，与东

部城市相比，东部城市的中小学中具有硕士学历的

比例都已达到 20%［7］，可见还存在很大差距。
2． 教师的类别方面

表 1 教师学历情况统计情况( N =46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中师 /中专大专 本科 研究生 缺失值

人数 9 197 247 1
6

百分比( % ) 1． 9 43． 4 54． 4 0． 2

表 2 教师的类别情况( N =460)

教师类别 公办
非公办

代课教师 特岗教师
缺失值

人数 379 49 23
9

百分比( % ) 84． 0 10． 6 5． 1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抽样教师中，公办教师占

84． 0%，非公办教师( 主要是指除公办教师之外的

教师，如代课教师、被聘任教师、支教教师、返聘教师

等) 占 15． 7%，这说明现有的教师队伍中非办公教

师仍占据一定比例。这些教师暂时缓解了教师短缺

的现状，为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在访谈中我

们发现，由于这些老师来源复杂，有些教师之前的专

业是非师范专业，不适应基本的教学，导致他们专业

能力有限，加之他们在服务期满后，去留不定，影响

了学校的日常教学，造成西部农村地区教师队伍的

不稳定，教学质量得不到根本保证。
3． 教师的职称方面

表 3 教师职称统计情况( N =460)

职称 无职称及见习期 初级 中级 高级 缺失值

人数 106 239 90 15
10

百分比( % ) 23． 6 53． 0 20． 1 3．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抽样教师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数占 3． 3%，具有中级职称的人数占 20． 1%，

具有初级职称的人数占 53%。可见，在他们的职称

结构中，中坚骨干教师力量薄弱，教学经验不足的教

师太多，这使得教学质量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导致

优秀学生外流现象严重，产生“择校热”现象。
4． 教师的教龄方面

表 4 教师教龄统计情况( N =460)

教龄( 年) 3 以下 3—5 6—10 11—20 20 以上 缺失值

人数 94 46 121 122 41
7

百分比( % ) 20． 8 16． 5 26． 7 26． 9 9． 1

① 注: 本调查发现，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以后，教师的生存状态也受到了影响，因而将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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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中可以看到，教龄超过 10 年的教师占总

数的 36%，教龄不足 10 年的教师占 64%，教龄在 3
年以下的教师比例高达 20． 8%。在甘肃的访谈中，

校长们在谈到教师教龄这一问题时说，教龄长且教

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不愿意在农村教书，只要有机会，

他们还是想着去县里或城市。而家长们择校时很看

重教师的教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队伍的

不稳定，造成校内、校际、区域之间教师的教学能力

参差不齐，优秀教师、优秀生源流失，形成失调的恶

性循环状态。
5． 教师的年龄方面

表 5 教师年龄统计情况( N =460)

年龄( 岁) 20 以下 21—30 31—40 41—50 51 以上 缺失值

人数 2 261 142 39 11 5
百分比( % ) 0． 4 57． 4 31． 2 8． 6 2． 4

表 5 结 果 显 示，50 岁 以 下 教 师 占 总 人 数 的

97. 6%，40 岁以下的教师人数占 89%，这从侧面反

映出教师队伍的年轻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家长对

教师的业务水平要求也提高了。而在访谈中绝大多

数教师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充电”，希望相关部门多

提供些培训机会，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6． 教师的民族方面

表 6 教师民族统计情况( N =460)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回族 东乡 土族 苗族 侗族 其他
缺失值

人数 146 175 47 24 22 26 11 9
百分比( % ) 32． 4 38． 8 10． 4 5． 3 4． 9 5． 8 2． 4

表 6 显示，汉族教师占抽样教师总人数的 32．
4%，少数民族教师占 67． 6%。其中，回族教师占

38． 8%，和汉族教师所占比例大致相当，东乡族教师

占 10． 4%，土族、苗族、侗族教师分别大致占 5% 左

右。这说明虽然个别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比汉族

教师所占比例大，但大多数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

比汉族教师少，由此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如不利于学

生管理。在甘肃省的调查中，一位校长谈到，免费政

策后，学生不好管理，民族地区因为学生的信仰原

因，新来的其他民族的教师与学生存在语言差异，经

验也比较欠缺，让他们当班主任，难免会发生一些意

外或冲突，不利于开展双语教学。以甘肃省东乡自

治县为例，甘肃省东乡自治县全部是东乡族，双语教

学的层次低，质量不理想。在走访中，一位领导人谈

到，小学一年级留级现象突出，学生刚进校门直接面

对的就是汉语，汉化的问题，学生年龄小，不理解，囫

囵吞枣，机械记忆，导致各学校后期的生源质量比较

差，语言障碍问题影响了教学的顺利开展。
( 二) 教师的物质生活现状

1． 教师的学校住房有限且存在安全隐患

这里所指的教师的学校住房即农村中小学校提

供给教师的公寓或者工作周转房，并非指教师自己

建造或购买的房子。［8］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住

房现状如何，是否影响到教师的教学和生活? 课题

组对此做了专门的调查，结果如下:

表 7 学校或教育局为教师提供的住房情况( N =460)

有 没有 缺失值

人数 119 334
7

百分比( % ) 26． 3 73． 7

从表 7 可以看出，教师没有住房的百分比为

73． 7%，很显然，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大部分教师没有

学校的住房，住宿条件非常有限。在访谈中，我们了

解到，教师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外地教师较多，多数本

地教师也离家远，回家不方便，加之在编教师、特岗

教师都要住校，因此导致学校住房紧张。几个教师

住一间房的现象非常普遍，教师之间由于生活习惯

的差异容易出现矛盾。同时，教师的住房还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有一所学校所

有教师的住房都是土坯做的土木结构的平房，有些

房子周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教师告诉我们下

雨时屋子还会漏水。
表 8 教师对自己住房问题的关注程度( N =460)

关注度 不关注 一般 非常关注 缺失值

人数 49 99 281
31

百分比( % ) 11． 4 23． 1 65． 5

从表 8 可以看出，教师目前对住房问题非常关

注的占 61． 1%，比较关注的占 21． 5%，可见教师的

住房问题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重视农村教师

的生存状况，改善农村教师的住房条件，妥善解决农

村教师的住房问题，是稳定农村教师队伍的当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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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2． 教师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普遍较低

工资和福利待遇是人们工作回报所必不可少的

内容，也可能是导致教师流失意向的先决条件。农

村教师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

教师的生存质量、生活水平，进而也关系着农村教育

的整体发展。

表 9 教师工资收入统计情况( N =460)

工资( 元) ≤500 501—1000 1001—1500 1501—2000 ≥2001 缺失值

人数 10 51 130 205 24
40

百分比( % ) 2． 3% 12． 1% 29． 8% 47． 9% 5． 3%

从表 9 可以看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收

入小于 1000 元的占总人数的 13． 5%，1000—1500
元的占总人数的 28． 3%，1500—2000 元的占总人数

的 44． 6%，2000 元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 5． 2%。由

此可知，教师工资水平主要集中在 1000 到 2000 元

之间。在调查中了解到，97% 的教师除工资外无其

他的收入来源，且工资水平不及当地公务员，有时候

这样的工资待遇无法正常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大

多数教师认为工资低，与非教师职业人员的工资差

距大，工作付出与回报根本不一致，导致工作积极性

不高。教师待遇差，工资低，使人们对教师这一职业

产生了怀疑，导致许多骨干教师流失。
表 10 教师对“工作福利好”的认同度( N =460)

认同度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缺失值

人数 225 179 10
46

百分比( % ) 54． 3 43． 2 2． 4

从表 10 可以看出，认为工作福利好的教师只占

2． 4%，很显然，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大部分教师对此

不认同。这样易导致教师的教学“士气”不高，成为

制约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因素之一。

表 11 免费政策实施后，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 N =460)

项 目
选择 未选择

人数 百分比( % ) 人数 百分比( % )
缺失值

教师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减少，部分教师工作积极

性和责任感都比以前相对减弱
141 36． 5 244 63． 2 75

学校收入明显减少，添置教学，维护校舍，解决教师

合理福利待遇都面临困难
138 35． 8 248 64． 2 74

学生管理难度增大，学生不用交钱了，纪律思想都是

教师工作的难点
252 65． 3 134 34． 7 74

从表 11 可以看出，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后，

教师认为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管理难度增

大，学生不用交钱了，纪律思想都是教师工作的难

点”占调查总数的 65． 3%，居于第一位，“教师的收

入在不同程度上减少，部分教师工作积极性和责任

感都比以前相对减弱”占到调查总数的 36． 5%，居

于第二位。究其原因，第一，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

学生管理难度加大，教师的福利收入等较之免费政

策前相对减少，而且其中的一些福利与综合测评挂

钩，老师不能安心教学，忙于一些名利的争抢。第

二，学校规模小，日常基本的开销大，公用经费分摊

紧张。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

高，教师竞争意识淡漠，优秀教师和优秀生源的流失

现象严重。
3． 教师工作任务重、时间长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工

作任务繁重，工作时间长，疲于应付。在这样的情况

下，工作效果也不怎么好。

表 12 教师工作任务繁重的认同度( N =460)

认同度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缺失值

人数 66 75 265
44

百分比( % ) 15． 9 18． 0 66． 1

从表 12 中看出，有 59． 7% 的教师认为工作任

务繁重。访谈中，教师们谈到他们早上六点半起床，

接着督促学生上早自习，早自习结束后监督学生做

早操，然后上课，他们忙碌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一

直到中午 12 点。中午休息两小时，在这仅有的两小

时中，自己做饭，休息时间几乎为零，下午继续上课，

一直到五点以后才离开学校，有时甚至更晚。有的

教师还要给学生上晚自习，一直到晚上 10 点甚至

10 点以后，回家还要看书，备课，教师花在工作上的

时间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要长很多，致使教师很少

有时间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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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教师数量缺乏所致。一名教

师所教课程太多，因而工作任务繁重，工作时间长，

疲于应付，较少有愉悦体验。
( 三) 教师的精神生活状态

1． 教师职业满意度低，缺乏敬业精神

教师工作满意度是教师对其工作与所从事职业

以及工作条件与状况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绪色彩

的感受与看法。［9］教师满意自己的工作是教师工作

质量的基本保证，教师队伍稳定发展的核心。课题

组从教师的工作压力、同事关系、教师评定、教学需

求、福利待遇几方面对教师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了调

查。
表 13 教师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统计①

选项
工作压

力大

同事关

系好

教师评定 教师福利待遇 教学需求

职称评

定合理

优秀教

师评选

合理

年终考

核合理

对工资

表示满

意

除工资

外，工作

福利好

教学材

料与仪

器充足

教学参

考资料

充足

需要帮助

时易得到

建议与咨询

教学交

流的机

会多

样本量 424 426 427 427 428 425 414 420 422 427 425
平均数 2． 0118 3． 0892 2． 1733 2． 2670 2． 4579 1． 9929 1． 5918 2． 3905 2． 3910 2． 2927 2． 6329
标准误 ． 03829 ． 03034 ． 04254 ． 04321 ． 04147 ． 04141 ． 03684 ． 03917 ． 03961 ． 03827 ． 03547
标准差 ． 78842 ． 62612 ． 87904 ． 89280 ． 85786 ． 85365 ． 74951 ． 80268 ． 80706 ． 79080 ． 73127

从表 13 可以看出，教师除了对“同事之间关系

很好”比较满意外，剩余四方面都明显表现出不满

意的态度，得分均值均小于其理论中性值 2． 5。对

学校工作最不满意的是教师的工资和福利方面，其

次是工作感到压力大，再次是对教师的评定方面。
由上表可以看出教师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相对

来说比较低，多数教师无法安心从事学校的教育事

业。
表 14 不同学校教师安于教师工作的情况统计

教师类别
我安心于教师这份工作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小学教师 人数 11 110 20
百分比( % ) 7． 8 78． 0 14． 2

初中教师 人数 20 100 23
百分比( % ) 14． 0 69． 9 16． 1

高中教师 人数 17 88 32
百分比( % ) 12． 4 64． 2 23． 4

合计 人数 48 298 75
百分比( % ) 11． 4 70． 8 17． 8

从表 14 可以看出，抽样学校的教师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不安心从事教师工作的状况，其中，小学教师

占 36． 2%，初中教师占 32． 9%，高中教师占 32． 8%。
由此看出，目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敬业精

神。这严重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新教学方法的

实施，也容易导致严重的教师流失现象，造成教师队

伍的不稳定。
2． 教师的社会认可度低

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其社会角色决定的，社会对

教师期望的多样性，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多样性，决

定了教师社会角色的多样性。社会认可度的高低，

对于教师的职业心理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 15 教师对社区尊重教师的认同度( N =460)

不认为 不确定 认为 缺失值

人数 93 316 19 32
百分比( % ) 21． 7 73． 8 4． 4

从表 15 可以看出，21． 7%的教师极不认为社区

尊重教师，只有 4． 4% 的教师认为社区尊重教师。
由此可知，教师认为自身的社会认可度偏低。

3． 学校对教师的评价考核制度不合理

教师评价是对教师工作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做

出判断的活动。教师评价是通过对教师的工作给予

反馈，改进或完善教师的教学，明确个人的发展需求

① 注: 本题要求被试在“极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4 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适当的答案。依次记为“1”“2”“3”“4”分。理

论中性值为“2． 5”分。得分的高低表示对问题认同程度的大小。资料来源教师问卷。



108 基 础 教 育

和相应的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能力，促进其完成目前

的任务或达到将来的目标的活动，对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从表 16 可以看出，在抽样教师中，27． 9% 的人

认为学校在教师职称的评定方面不合理，25． 1% 的

人认为学校在优秀教师的评选方面不合理，16． 8%
的人认为学校的年终考核不合理，不公平。在访谈

表 16 教师对学校相关评价制度合理性的分析( N =460)

选项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人数 百分比( % ) 人数 百分比( % ) 人数 百分比( % )
缺失值

学校教师职称的评定合理 119 27． 9 293 68． 6 15 3． 5 33

学校优秀教师的评选合理 107 25． 1 299 70． 0 21 4． 9 33

学校的年终考核合理、公平 72 16． 8 324 75． 7 32 7． 5 32

中，我们了解到学校和社会仍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

为评价教师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这给教师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让教师感到身心疲惫，也使他们在

教学工作中感觉不到幸福与快乐。虽然国家一再提

倡素质教育，可是学校里还是盛行以分数为评价标

准，奖惩都以分数说话，家长也只看分数。因此学生

成绩成为压在教师身上的一块巨石，使他们不断为

提高学生成绩而战，身心疲惫。教师们都希望改变

目前的教师评价制度，探索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教师

评价制度。
( 四) 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

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通过调

查。我们了解到西北贫困地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

现状如下:

1． 培训经费紧张，机会少，时间短
表 17 学校经费不足，教师外出继续教育、交流机会少( N =460)

选项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缺失值

人数 47 62 302
49

百分比( % ) 10． 5 15． 1 73． 5

从表 17 可以看出，73． 5%的教师认为学校经费

不足，外出继续教育、交流机会少。在访谈过程中了

解到，大部分教师希望外出进行培训，校外培训的效

果要优于校内组织的培训。在谈到原因时，教师们

认为，校内组织的培训大部分是写学习笔记，自学一

些新课改的书籍，期中和期末走形式地交自己的学

习笔记，教师的眼界不能开阔，自我发展受到限制。

相比之下，校外培训可以让他们学习大城市的教学

经验、管理方法等。美中不足的是教师外出培训大

部分都是短期培训，由于培训时间短，很难达到预期

的效果。培训流于形式，多数教师不可能进行科研

和教学改革，新课改的意识较为淡漠。
2． 教研活动形式单一，校际间的交流少

表 18 教师专业发展开展形式统计

形式

在自己学校的教研活

动( 包括学校教务处

和教研组)

讲评

课

在教师进修学校

的短期培训活动

本校或其他学校

的观摩课

在其他学校的教

研活动

教育项目专家进

行的短期培训

人数 415 412 409 400 394 380

积极参加教研活动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

之一。从表 18 可以看出，学校教研活动的方式以在

自己学校的教研活动和讲评课为主，其次是在教师

进修学校的短期培训活动和本校或其他学校的观摩

课。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教师的专业发展流于形

式。实质性的教研活动很少，其原因主要有，第一，

缺乏良好的环境。在自己学校教研活动的形式比较

单一，且大部分教研活动是上级要求的，易流于形

式。第二，缺乏专业的指导。教师的培训大都是短

期的培训，教师们反映培训完以后，很多观念看似听

懂了，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仍感觉束手无策。第三，

没有充足的时间。由于现在学校的评价体系大多数

情况下还是看学生的成绩，一切都以分数为重点，这

占据了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导致其无暇顾及自己

的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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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生存现

状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教师物质生活方面住房

紧张且存在安全隐患，教师的工资水平和待遇福利

低，教师的工作任务重，这些问题的存在容易导致优

秀教师的流失。在教师精神方面，教师工作满意度

低，竞争意识淡漠等，社会对教师的认可度也低，现

有的评价考核制度不合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

响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在教师

专业发展方面，培训经费短缺、机会少、时间短，教研

活动形式单一，校际间的交流少，这些问题的存在影

响和制约着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总体进程。针对西部

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生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

提出以下建议。
( 一) 加大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教

师的经济收入，减轻经济负担

西部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工资几乎是农村教师

生活的唯一经济支柱，虽然近些年来有所提高，但与

城市教师及其他职业相比，大多数西部贫困地区农

村中小学教师的生活还处于贫困水平。在地方财政

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应明确各级

政府的责任，划分相关政府部门在农村基础教育经

费投入上的责任，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确保教

育支出稳定增长和真正到位，缩小城乡学校间的差

距。在政府确保教育投入到位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教师的经济收入，认真执行绩效工资制度，坚持多劳

多得、优绩优酬，重点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倾斜。
通过建立相应的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教师集资建

房等措施解决教师无住房，住房难的问题，保证教师

安心工作。
( 二) 激发教师工作热情，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

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低是多方面因

素造成的，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第一，建议有关

部门制定教师劳动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改善教

师的工作条件，为教师创设良好宽松的工作环境。
适当增加教师编制，采取特殊激励政策，吸引大学毕

业生去西部农村任教，以达到减轻现有教师的工作

量，缩短工作时间的目的。第二，学校的管理制度应

“以人为本”，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调查走访，与教师

聊天等方式，关注教师的精神生活，提高教师的职业

幸福感。第三，加强完善教师聘任制，采取因人因事

结合的灵活聘任条件，尝试在这些贫困地区开展城

乡教师的二元轮换流动教学制。
( 三) 改变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

评价是为了促进教学，而不是伤害教师。然而，

目前很多学校评价体系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为唯一标

准，这已给教师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评价体

系要破除“一切以学生分数而定”的奖惩性评价制

度，做到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多元化，形成性评价与

总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打破现行的评价体系。如变单一的成绩评价体

系为综合的素质评价体系，变以学生发展为主的评

价体系为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并重的评价体系等。
( 四) 加强教师培训，增加教师培训的机会，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

“不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应该是农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核心”。［5］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提供

一定的物质条件，确保培训有充足的经费。选派教

师外出学习的过程中，应首先关注公平，尽可能确保

所有教师获得相同的培训机会，让他们在忙碌的工

作之余也能出去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这样既有利

于教师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教师的“充电”，促进

其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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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elects 17 schools at six state － level impoverished countries in GanSu，NingXia，

GuiZhou three provinces to do the research ，and we selects 460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 do
the teachers survival situation survey by using random sampling．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eachers＇ economic
treatment，teachers＇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in the
western，and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improve teachers＇ survival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mprove teachers＇ economic income;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to rural areas of educa-
tion; improve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arouse teachers＇ work enthusiasm; Change the existed teache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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