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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strategic policy that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ecent
period.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key is to promot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rural teaching staff.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s taken many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structure of teaching staff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uldn’t satisfy all needs. This paper analyzed this issue completely and deeply on the basis of
former research and our survey, pointed out that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uldn’t be neglec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n provided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of strengthening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words：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ing stuff; Constructure tho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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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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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确立的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
的战略方针。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农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的关键
是教师问题。没有一支数量充足和素质优良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就谈不上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进行了大量的
工作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从现实和政策评估的角度看，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
队伍无论是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都满足不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其现状令人堪忧。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经历和调查，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
分析，指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决不能忽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并就如何加强农村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农村中小学

教师队伍

建设思路

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确立的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发展
的战略方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提升为义务教育战略性任务的高度，要求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均衡配
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各项资源，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努力缩
小区域差距，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
本问题是农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教师问题。没有一支数量充足和素质优良
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就谈不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此，近年来各级政府将农村中小
学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为
解决农村教师编制短缺问题而设立“特岗教师”岗位，为均衡配置教师而建立城乡教师定
期交流轮岗制度，为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素质而加强教师教育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对促
进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现实和政策评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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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还远远不适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甚至其现状仍
然令人堪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的研究经历和调查 i，就这一问题进行全
面、深入的分析，指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决不能忽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并就如何
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一、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公平地配置教育资
源，达到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的相对均衡。而在教育资源中师资又是最重要的资源。国内
外的经验反复证明，
“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是和一支稳定的、训练有素的、积极性高
又可靠的教师队伍分不开的。” ii因此，义务教育能否均衡发展的关键是看教师队伍是否均
衡，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差，往往吸引
不到优秀教师，致使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而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必
然会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1.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和减少
由于农村地区教师待遇普遍偏低、生活环境艰苦，个人发展机会少，严重影响了农村
教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研究”
（10JZD0036）。

师队伍的稳定与工作积极性，造成农村优秀教师大量减少和流失。以湖北英山县一中为例，
1992 年以前该校教师有 3 个武汉大学和 15 个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92 年以后，仅有
一位华师的毕业生因某种原因回到了一中。1992 年以前，之所以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英
山当教师，是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鼓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制来自农村和贫困
地区的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在这种分配制度下，英山的教师队伍中才得以拥有名校的毕业
生。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城乡差别的扩大，英山再也没有来自重点高校的毕
业生了。现在英山一中毕业于名牌学校的教师基本上都到了退休年龄，照此下去，如不采
取措施，象英山这样一些偏远落后地区很难再有名牌学校的毕业生从教了。一方面名牌学
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到边远贫困地区当教师，另一方面当地培养的优秀教师又不断流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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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些艰苦地区学校的抽样调查表明，50%的校长反映近年来有教师流失的情况，并且
认为流失的主要是骨干教师和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甚至有的地方由于教师的大量流失，
致使学校无法正常开课，有些村小只剩下一个“留守”教师。农村教师的大量流失加剧了
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短缺，尤其流失的大多是优秀年轻教师、骨干教师，造成了义务教育
阶段师资配置严重不均衡，这无疑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如湖北沙
洋县是一个有 60 多万人口的农业县，有中小学生 7 万多人，近些年每年流失的骨干教师都
在 100 人以上。因此，现在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都不敢让老师去参加学科竞赛，只要获
了奖，出了名，要么被城里的学校挖走，要么自己找门路调走。这种反向流动，造成城乡
教师分布失衡，农村中小学教师越来越紧张，城镇的教师越来越富余，几乎成为农村中小
学的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尽管国家和一些省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
岗位计划”
（ 以下简称“特岗计划”）和“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
（ 以下简称“资教计划”），
高校毕业生以“资教生”的身份补充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
村教师队伍结构，提高了农村教育质量。但是，一些资教生对农村教师的艰苦生活缺乏足
够了解和心理准备，有的任教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在一些偏远山区甚至出现“上午来、
下午走”的情况，未满 3 年便离开的资教生不在少数。由于缺乏应有的政策约束，以及资
教生的特殊身份和他们资教结束后的漫漫前程，地方政府和所资教的学校对资教生的离去
既无可奈何，并且一般也都表示理解。所以，
“特岗计划” 、“资教计划” 并没有从根本
上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也难以弥补农村中小学教师大量流失和减少所带来的缺
位。
2.教师年龄老化现象严重
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合理是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必要前提。年轻教师充满活力，
敢于大胆创新，中年教师年富力强，是学校的“中流砥柱”，老教师经验丰富，更能起“传
帮带”的作用。三类教师如果按一定合理的比例组成，达到老中青有效结合，对提高农村
教育质量、推进农村教育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但调查发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严重老化
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学段越低，学校越偏远，老化的程度越严重。从年龄结构上看：50
岁以上的老教师居多，30 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很少，一些农村偏远薄弱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
达到 50 岁以上。“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正是当前一些
农村中小学教师年龄结构的真实写照。如江西省分宜县 88 个教学点中，绝大部分教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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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岁以上，该县双林小学有 13 位教师，平均年龄已经超过 55 岁，在我们走访的 3 个教学
点中，有两个教学点都只有 3 名教师，教师的平均年龄也都在 55 岁以上，其中双林镇下院
教学点有 2 个班，39 名学生，3 名教师，一位老师开玩笑说“我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小的，
58 岁，他俩都是 59 岁”。该省泰和县石山乡中心小学教师平均年龄为 45 岁，而该乡教学
点的教师平均年龄则达到了 55 岁以上。在我们所调查的湖北省不少地方也几乎都普遍存在
农村中小学教师年龄老化的问题，如湖北省恩施市每个乡镇有 10—12 所小学，每所小学
100—250 名学生，小学尤其是教学点的教师严重老化，平均年龄也大都在 55 岁以上。该
市龙凤镇青保小学下辖的龙马小学，共有 40 多名学生， 3 名教师，年龄最大的 58 岁，最
小的也有 50 多岁了。龙马小学地理位置偏僻，距离龙凤镇有 60 多公里，到青保小学还有
30 多公里。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很多教师不愿到那里任教，资教生也不愿去那里。
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湖北省崇阳县，县域面积 1968 平方公里，现辖 8 镇 4 乡 325 个行
政村，2010 年末总人口 471320 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91 所，学生 62077 人，教师 3035
人，其中小学教师 1701 人，全县教师平均年龄 44.4 岁，其中乡镇小学教师平均年龄 45.2
岁，村教学点和教学部教师平均年龄为 47.2 岁。全县小学 45 岁以上教师占小学教师总数
的 53%，其中乡镇小学 45 岁以上教师占 57.3%，村教学点和教学部占 64.9%。虽然近几年
签约资教生、特岗生和公开招聘补充了部分教师，但由于教师基数较大，补充教师总量较
少，全县小学教师年龄老化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该县桂花泉镇官庄小学共有教师 4 人，
平均年龄 52 岁，最大的 55 岁，最小的也有 49 岁。该县路口镇梅花小学共有教师 11 人，
平均年龄 50 岁，51 岁以上的教师 8 人，其中 56 岁的教师 3 人。农村教学点位置偏僻、文
化娱乐设备缺乏，绝大部分年轻教师不愿去那里任教。再过 3 到 5 年，一些县大部分农村
教学点教师都面临退休，而年轻教师都不愿到农村偏远地区教学点任教。因此，教学点师
资老龄化问题令人担忧。
3.英、音、体、美等学科教师严重不足
英音体美课程的开设，对于学生全面发展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一些农村中小
学由于教师资源匮乏，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这些课程形同虚设。如 2010 年前，江西省分
宜县共有 123 所中小学，而全县所有英语教师加起来不足 100 名，其中正规英语专业毕业
的教师还不足 50 名，英语教师严重不足，一些农村小学英语课根本无法开齐，严重影响到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同样，农村偏远学校音体美教师严重短缺，特别是一些农村村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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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点基本上没有专职的音体美教师，学校体育娱乐活动根本无法开展。湖北省崇阳县白
霓镇共有 9 所小学、5 个教学点、1 所初中，小学生 3568 人、初中生 2032 人，中小学生共
5600 人。全镇共有中小学教师 350 人，其中音乐、美术、体育教师分别只有 13 人，平均
430 个学生才配一位音体美教师，而真正科班出身的音体美教师分别只有 5 人、5 人和 6 人。
根据山西省侯马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 年该市城镇有 13 所小学、8 所初中，农村
有 37 所小学、5 所初中，合计在校生 21899 人，但全市的的音体美教师分别仅有 40 人、
50 人和 53 人。音体美教师稀缺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有限的音体美教师，在城
乡的配置也极不均衡。21 所城市学校占据了音体美教师资源的一大半，42 所农村学校音体
美教师的拥有量分别为 17 人、20 人和 24 人，基本上每两所学校才配备一名音体美教师，
很难满足正常教学的需求。该省隰县教科局提供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 年隰县义务
教育阶段共有中小学教师 1451 人，但英音体美教师分别只有 62 人、34 人、15 人和 32 人，
而其中分别有 32 位、23 位、8 位和 18 位英音体美教师集中在县城 6 所中小学里，农村学
校的音体美及英语教师资源异常紧缺。该县现有 57 所农村小学，其中 48 所学校没有专职
的音乐教师，52 所学校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师，47 所学校没有专职的的美术教师。很多学校
的音体美课程名存实亡。在这 57 所农村小学中，仅有 28 所学校配备专职的英语教师，很
多学校的英语课大都由一些非专业的教师兼任，教学质量和效果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县
城学校的音体美和英语课程的开设效果则要远远优于农村学校，不论小学还是初中，音体
美及英语课程都能按照国家要求开足开全，有些学校还利用自己的师资优势办出了特色。
如隰县二中，一所学校就有音乐教师 9 名，不但保证了正常的教学需求，而且还利用自己
独有的音乐师资优势，组织教师和学生参加山西省和临汾市的各种文艺活动或演出，并取
得了优异成绩。基层农村小学的一些负责人反映，农村与县城在音体美和英语学科上悬殊
的师资力量差距，不但影响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村学生的发展空间。
4.受过正规教师教育的教师少
尽管目前一些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己基本达标，但大多是通过函授、自学考试、民师
转正等途径获得的，其所学专业与所教授学科往往不一致，所教非所学。以江西省铜鼓县
三都中心小学为例，该中心小学下辖 6 个村小，共有 61 名教师，学历达标率 100%，但只
有 17 位教师是正式师范学校的毕业生，42 人是民办教师转正和原机械厂工人转岗过来的，
还有 5 人是顶班参加工作的。广西南宁市武鸣县是一个教育较为发达的县，2007 年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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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两基”复查验收并获自治区“两基”工作先进县，被评为自治区中小学规范管理“十
佳县”，2009 年被评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地区。该县现有专任教师 5093 人，
其中 1000 多人是 2006 年不经选拔由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转正的。由于大量教师是由代课
教师、民办教师转正过来的，导致教师整体素质下降。不仅如此，在一些农村中小学至今
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代课教师。如湖北省浠水县大吉岭教学点属该县巴驿镇中心小学管辖，
现有学生 180 余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条件尤为艰苦，加上该县师资一直十分紧张，该
教学点一直没有正式教师到那里任教，只好聘用 5 名代课教师，实行包班上课。该县汪岗
镇所属的几个教学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据该镇中心学校负责人介绍，该镇目前有 1 所初
中，5 所完小，5 个教学点。现有中小学生 5186 人，在编教师 206 人，代课教师 48 人，接
近 1/4，其中 5 个教学点全部都是代课教师。古交市作为山西省一个经济发展较快，财政
收入遥遥领先的山区县，但其教师队伍的素质仍然堪忧。调查发现，截止 2009 年底，古交
市 90%的学校存在代课教师。一部分代课教师是政府认可的，一部分是政府没有备案，由
学校自雇的代课教师。据不完全统计，古交市政府认可的代课教师有 400 多名，学校自雇
的代课教师中学和小学合计有 80 多名。这些代课教师的收入要远远低于在编教师，在同工
不同酬的情况下，许多代课教师并不真心从教，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工作绩效
可想而知。
5.专职生活教师普遍缺乏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解决布局调整后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上学远上学难的
问题，农村寄宿制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截止到 2010 年，我国农村地区中小学寄宿生人
数已经达到 30,010,047 人，占中小学在校总人数 123,404,902 人的 24.32%。其中，小学
寄宿生总数达到 9,800,572 人，占小学在校生总人数 81,202,368 人的 12.07%，初中阶段
iii
寄宿率达 47.89%。 在一些山区农村小学寄宿生人数甚至达到 50%，初中寄宿生人数达到

80%。寄宿制学校的大量增加，也导致教师编制不足，特别是专职生活教师普遍缺乏。由于
学校缺少甚至没有专职生活教师、保安人员的编制，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除了教学任务之
外，还要承担学生的生活管理、学校的治安工作。有的学校，男教师兼职当保安，负责巡
逻护校；女教师兼职当保姆，照顾学生起居。因此，在一些农村中小学，教师大都从早上
6 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孩子入睡才能休息，普遍感到工作压力过大，而一旦寄宿生生病，
学校教师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了。以江西省铜鼓县温泉中学为例，学生起床时间是 6 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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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晚上就寝时间是 21:40，毕业班就寝时间是 22:30，这些时间值日教师和任课教师是
必须与学生同步，甚至更早或更晚。由此推算，班主任及有课的教师起床时间一般都是在
早晨 5：20 左右，晚上安顿好学生后，一般都在 23:30 左右离开学校或休息。每天各种课
程共计 12 节，其中非毕业班 3 节晚自习，毕业班晚自习多达 4 节。教师的负担由此可见一
斑，并且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如湖北省老河口市孟楼镇有 7 所学校，其中 3 所小学实行
了寄宿制，共有寄宿生 658 名，由于学校没有专职的保育人员，所以这些学生在校的保育
任务就由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兼任。他们既要承担教育教学任务，又要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管
理。白天他们要督促学生午睡，夜晚要负责校园巡视，甚至要在宿舍值班，以防学生生病、
打架、不按时入睡等行为的发生，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工作量非常大。
总之，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无论是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都满足不了农村义务教育发
展的需要。而没有一支数量充足和素质优良的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就谈不上义务教育的
均衡发展，因此，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二、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的原因
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影响，
又有历史形成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1.中小学教师编制城乡倒挂的直接影响
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由于地域广、校点多、规模小，所有学生按区域分散在不同学校上
学，所以相同数量的城乡学生在农村就读的学校数要多于城镇，所需要的教师应多于城镇，
在教师编制标准上应适当倾斜。但长期以来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不仅没有倾斜，甚至出
现城乡倒挂的现象。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4 号）规定，我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标
准，农村小学、初中师生比为 1：23、1：18；县镇为 1：21、1：16；城市为 1：19、1：
13.5。按照这种倒挂的编制标准计算，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中小学教师名义上的超编和实
际上的缺编现象。如河南省新县现有教师 3705 人，而河南省编办给新县核定的教职工编制
是 3045 人，实际缺编 1499 人。全县不足 100 人的农村小学占全县小学总数的 80%，不足
50 人的农村小学占全县小学总数的 50%。此外，国家规定在小学三年级以上开设计算机课
和英语课，而仅开设这两门课该县就需要新增 200 名教师。既要就近入学，又要开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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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教师自然较多，这就是名义上的超编和实际上的缺编。可是，按照教师编制标准，新
县教师总数的确是超编了。超编就不能补充，这是政府编制部门定的一道“铁杠杠 ”，谁
也无法逾越。农村学校教学点多，理应配备更多的教师，但现在的情况是，农村教师的编
制少于城市学校。尽管 2011 年，我国开始启动教师编制改革，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
编制标准，但目前大多数省份只不过是按原城区编制标准，即城乡均按师生比 1:19 的标准
确定教师编制。义务教育实行城乡统一的教师编制标准，对于缓解农村教师短缺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尤其是对教学点来说，采用这种统一的编制标准是根
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加之不少县由于财力不足，难以支付教师工资，长期处于有编不补的
状态，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新教师补充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来。一个多年来没有新人
加入的职业群体，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平均年龄的老化。
2.教师编制管理体制相互分离的三权制衡
与中小学教师编制城乡倒挂密切相关的是教师编制管理体制的相互分离。教师编制管
理体制是指教师编制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
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
具体来讲: 教师编制管理体制是规定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编制部门在各自方面的管理范
围、权限职责、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准则，它的核心是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职权
的分配以及各机构间的相互协调，它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教师编制管理的效率和效能。我国
现行的教师编制管理体制是一种人权、财权和事权相互分离的三权制衡体制。在这样的编
制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虽然管理着诸多教师，但却没有招录教师的权力。财政部门只认
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编制部门核定一个编制，财政部门即拨一个教师的经费。编制部
门自然是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师生比严格把关。按现行规定，未经省级政府批准，各市、
县不得突破中小学机构编制总额。因为有编制这道坎，并且多年不变，虽然学生数量变化
了，课程变化了，教师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变化了，但相关部门根本不了解这些，也根
本不管这些。编制就如同一个‘紧箍咒’，正在制约着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再优秀的教师，学校也招不进来；因为有编制这把保护伞，即使再差的教师，
或者在编不在岗，教育部门也无可奈何。这就使得一些学校出现了“虚超编”的假象，领
工资的和实际在岗的教师不是一个概念。一边是事实上的超编，一边是现实中的缺编，教
师不流动，老的退不掉，新的进不来，如同一潭死水。基层教育管理部门始终都无法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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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坎。超编了，就不能进人，只能等待自然减员，什么时候将超编数自然减到上面规定
的编制数了，什么时候才能补充新教师。教师招聘是补充教师的一种途径，但是如果没有
编制，就不能招聘。即使有了编制，但如果地方政府为了省钱而不往上申报，教育部门也
是无能为力。因为从表面上看，编制只是政府对一个单位核定的员工控制数，但实际上却
是一个地方的“吃皇粮 ”数。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工资占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半数，
甚至更多。对地方政府来说，首先算的是经济账，追求的是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在财政增
量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负担的教职员工当然是越少越好。这
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多年不招聘中小学教师，或者是有编不补，宁可雇佣工资低廉的代课
教师的根本原因。
3.城镇化步伐加快的负面效应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具体表
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
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不断衰退、城镇不断
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达 6.9 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 50%，国内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iv。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学龄儿童转移到城镇，一方面给城市教育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城市学校生源不断膨胀，班级规模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和学龄儿童
不断减少，农村学校不断萎缩，甚至因生源短缺被迫撤并。在湖北省崇阳县的调研发现，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该县越来越多的农村学龄人口随父母流向城市，很多农村学
校生源不断流失，“微型学校”、“微型班级”大量出现，而县城学校却生源大增，班额爆
满。从 2003 年到 2010 年，该县城区小学生由 8330 人增加到 19750 人，由占全县小学生总
数的 15%增加到 46%，初中生由 6001 人增加到 17560 人，由 21%增加到 89.8%，也就是说，
崇阳县现有 46%的小学生和 89.8%的中学生是在县城上学。截止 2010 年底，广西壮族自治
区武鸣县义务教育阶段有中小学校 147 所，其中城镇小学 21 所，城镇初中 23 所，农村小
学 100 所，农村初中 3 所；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56482 人，其中城镇小学在校生 14936 人，
城镇初中在校生 19977 人，农村小学在校生 20134 人，农村初中在校生 1435 人，城镇在校
生占全体在校生的 61.81%。另据山西省隰县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2003 年到 2010 年
间，该县农村小学生数由 4842 人减少到了 2988 人，每年以接近 110 人的速度在递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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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农村学校因生源短缺被迫撤并，没撤并的农村小学，其规模也逐渐萎缩甚至变为“空壳”
学校。截止 2009 年，隰县 50 人以下的农村小学就达 48%，20 人以下的占 32%。在农村学
校逐渐萎缩的同时，县城学校却迎来了规模的扩张。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地方政府及其
教育主管部门的通常作法是，优先满足县城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就学需求，将有限的教育
资源集中向县城学校倾斜。由于政府将财政经费重点投入到县城学校，使得县城学校的办
学条件越来越好。县城学校由于拥有良好的办学条件、公共设施和优厚的待遇，可以吸引
优秀的教师、优质的生源等，这为县城学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崇阳县为了满足
县城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就学需求，新建了城关中学，在校学生 6838 人，其中来自农村的
学生有 4286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 63%；该校现有教职工 378 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教师有 260
人，约占教师总人数的 68%。相比之下，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差，公共设施落后、待遇
差，教师也都极其愿意或者想方设法调到县城学校，使得农村学校难以招揽和留住优秀的
教师。这样一来，农村学校的师资自然就参差不齐和明显不足。
4.城乡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差距过大的必然结果
教师待遇的高低，是教师职业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也是教师能否解
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投入教育教学工作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
质，一定要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要注意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社会地
位和工资待遇，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是我国各级教育中年限最长、所有人必经的阶段，在这
一阶段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及基本人格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他们的一生
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着基础性影响。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角度看，只有提高贫困地区、
农村地区学校教师的待遇，才能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并能为教师合理流动提供长效保证。
但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差距突出表现在
城乡以及区域不同学校之间。例如，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全国近 50％的农村教师和县镇教师反映没有按时或足额领到津补贴。全国农村小学、初中
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 68.8%和 69.2%。其中广东省小学、初中
农村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仅为城市教职工的 48.2%和 55.2%。 v这样一来，一方面，导致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社会地位不高，社会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缺乏必要的尊重，另一方面，
致使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即由边远、贫困的农村向乡镇，乡镇向县城，
县城向城市，中西部向东部无序、单向流动，或者通过下海经商、考公务员和考研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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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教师队伍。农村地区教师人心思走、大量流失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严峻现
实。所以，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低下，是造成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难以吸引优秀人
才从事义务教育的主要原因。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计划研究所所长菲利普·库姆斯更
是认为，
“允许教师工资落后于其他人员的工资是自取失败，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丢失很多最
好的教师，然后补充以才能较差者。” vi
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吸引和鼓励各类优秀人
才到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长期从教、终生从教，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在义务教育学校率先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实施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改革，通过政府有目的地调控和引导，使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工资水平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达到了基本均衡。但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
效工资总体水平、主要项目及其基本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往往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财政实力来决定发放标准，造成各地绩效工资数量和标准差距较大，并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义务教育教师收入区域性差距拉大。特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地方
财政十分困难，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例如，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
族自治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平均为 6711 元，而该市市属学校平均为 15600 元，两
者相差 2.32 倍；咸宁市崇阳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平均为 6500 元，而该市下辖的
赤壁市平均为 12000 元，相差近 1 倍。黄冈市浠水县和黄州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
平均为 9800 元，而该市市属学校为 15600 元，相差近 6000 元；武汉市大部分城区绩效工
资年均 26000 元左右，几乎是湖北省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 3~4 倍；江西南昌市在职在编教
职工的福利补贴按平均每年 2.1 万元的标准执行，而该省九江市则只按平均 12000 元发放，
两市相差 9000 元。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平均为每月 416 元，年
均约为 5000 元，而该市市属学校年均数为 14000 元，两者相差 9000 多元；该省驻马店市
辖九县两区，各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平均执行 4800 元的标准，而该市行政所在地
驿城区执行年人均 10000 元标准，市直和经济开发区则执行年人均 15600 元标准 vii，该市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最低和最高相差超过 10000 元。由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
资制度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普遍偏低的问题，加之生活环境艰苦，
个人发展机会少，农村中小学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和优秀年轻教师流失严重的严峻现实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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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现状堪忧，尽管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小学教师编制的城乡
倒挂，教师编制管理体制的相互分离，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负面影响，城乡中小学教师工资
待遇差距过大，是其最根本的原因。
三、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对策建议
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不仅关系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且直接涉及到广大农村
中小学学生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和谐。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大力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确保城乡义务教育真正实现均衡发展，让广
大农村适龄儿童都能公平接受义务教育。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在体制、机制等问题短时
间内尚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背景下，要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主要应解决好以下
几方面的问题：
1.加强和完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工作，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置
众所周知，农村中小学教师紧缺，特别是边远山区学校教师严重不足，这些学校的教
师工作量特别大，任务繁重，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些村小或教学点有的教师要包一个班
甚至两个班，所有的课程都是一个人任教，每天在学校从早忙到晚，回家还要批改作业。
但目前给学校教师定编制都是按学生人数定，农村中小学人数少，校点分散，这样教师编
制就少了，而学校开的课程并不少。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在编制方面应
制定特殊政策，进行倾斜，使农村教师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自我提升。具体来讲，
第一，统一城乡学校编制标准。在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制度上，各地应尽快落实
在城乡中小学教师统一编制标准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农村的
实际情况，对农村、边远、少数民族集中、教学点分散或成班率低的地区，在编制标准上
适当倾斜，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编制。
第二， 增加专业教师编制。农村学校普遍缺少英语、音乐、美术、体育、科学、信息
技术教育等学科的专业教师，应该为农村学校增设专业教师编制。但是，这样的专业编制
不是按学校平均分配的，而是根据乡镇学生数量科学配置，由乡镇统一调配使用。比如，
对教学点，可实行巡回走教制，或集中授课制。
第三，教学和后勤编制分离。目前的中小学教师编制中，包括教师、职员、教学辅助
人员和工勤人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其中的比例再进一步细分，根据学校规模，
明确规定各类人员所占的比例，比如，学校工勤人员，不应该占用中小学教师的编制，在

435

后勤逐步社会化的今天，工勤人员应该从中小学教师编制中分离出来，学校的后勤职能可
以由社会的专业公司承担。
第四，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在农村学校，的确有一些年龄老化和知识结构老化的教师，
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经过培训也无法胜任教学工作。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对
达到一定年龄而教学效果普遍认为比较差的教师，工资适当上浮，实行强制性退休，空出
的编制可把更多的优秀大学生补充进来。对于新进教师一律实行聘任制，从正式聘任之日
起，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由聘用部门统一购买，所需资金由财政
单列，金额纳入财政预算。彻底打破教师职业的终身制，这种灵活的用人机制有利于教师
队伍的管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师队伍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中
小学教师“有编难补”的问题，切实保障编制紧张学校特别是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学点分
散地区教职工的基本需求。
2. 创新教师招聘思路，培养留得住的本土名师
农村中小学师资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多数学校在走这
样的怪圈，新教师一般招聘不到，偶尔招聘一个两个新教师来，从低年级开始入手，学校
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成效也不错，到第三年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而此时也到了年
轻教师调动的最佳时机。年复一年，最终留在农村薄弱学校仍然是那一批老教师。所以，
应创新教师招聘思路，不要指望在一段时间内有成熟优秀的教师调入或者留住，要培养留
得住的本土名师，这是农村中小学摆脱困境的根本保证。而要培养留得住的本土名师，实
行“定向招聘”与“定向培养” 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谓“定向招聘”，就是面对本乡本土的大学毕业生招聘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教师，
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毕业生签订合同，大学毕业生必须至少在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或教学
点服务五年，五年后可以续签或到其他学校任教。如湖北省恩施市已经进行了两年实践，
效果相当不错。两年来该市已经招聘了 10 多名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偏远地区教学点任教，就
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这些教师都能在教学点安心工作。而以往在教学点工作的资教生是
“上午高高兴兴而来，下午哭哭啼啼而去”，原因是他们不是本地人，教学点教师放学后
都回家了，这些大学毕业生没有地方吃饭，晚上孤孤单单的，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很
难呆得下去。
“定向招聘” 的另一做法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新录用教师使用事业编制实行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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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从 2012 年起，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县城）新录用教师实行“国标、省考、
县聘、校用” 的新机制，新录用教师招录对象为在岗未入编的符合条件的资教生（含特岗
生）、应届或往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新录用教师实行年薪制，在边远贫困地区
任教的，每人每年 3.5 万元，在其他地区任教的每人每年 3 万元，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适时调增，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使用事业单位编制，旨在激励优者从教、保障教者从
优，使新录用教师在农村体面教书，尊严生活。
所谓“定向培养”，是指通过合同形式选招部分优秀学生委托相关高校培养，毕业后
分配到生源所在地的村小或教学点任教的教师培养模式。如为了解决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
和教学点教师问题，江西省泰和县从 2006 年开始，每年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招部分优秀学生，
通过“3+2”的大专学习方式，与井冈山大学和吉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语、数、外、音、体、
美等学科的教师，毕业后分配到生源所在地的村小或教学点任教。为了保证该计划的顺利
实施，县财政加大投入，每生每年可以获得 1500 元助学金。2011 年，第一届毕业生共计
13 人已经分配到位，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偏远地区中小学师资短缺的问题。
与此同时，要抓住我国中小学教师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契机，加大农村中小学人
事制度改革，优化、调整农村教师队伍结构，要按照“凡进必考”原则，实行新任教师公
开招聘制度和教师资格认定制度，严把新聘教师入口关，杜绝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进入
教师队伍。在当前要充分利用近些年高校毕业生充裕的有利时机，力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使农村小学教师大专学历占主导地位，初中教师本科学历成为主体，同时应通过扩大

实

施农村中小学教师教育硕士培养计划等多种方式，为农村学校补充一批具有较高素质、较
高学历的青年教师。
3. 建立教师定期交流轮岗制度，组织城镇重点中小学教师对农村学校进行帮扶
交流的重点是由城市向农村、由强校向弱校、由超编校向缺编校定期流动。在部分地
区已经探索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城镇教师到农村任教服务期制度，并以此作为教师职务晋
升和评优的重要条件；鼓励城镇教师到农村支教，鼓励他们当中的优秀者去最艰苦的地区
工作；城镇重点中小学要不定期地委派有关学科教师到被扶持的学校讲课、听课、指导备
课和教学，形成“一帮一”、“一带一”的态势，尽快提高农村学校教师的教学业务能力，
并且这种扶持不应当是有偿的，而应把它看作是对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关心、支持重点中小
学发展的一种回报。如湖北省恩施市施州民族小学帮扶农村薄弱学校的做法就取得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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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该校是一所州市共建的城区小学，学校生源有 40%是农村学生，由于集中投入，
该校在践行教育发展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强化自身管理，提高本校
教学质量以外，该校在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对农村学校进行“一对一” 的帮
扶。如该市新塘中心小学是一所离市区 60 公里左右的乡镇小学，为了帮助新塘中心小学规
范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施州民族小学每年派 5—7 名优秀年轻教师到新塘中心学校支教，
该校副校长也是从施州民族小学派过来的中层干部，通过“送下去”的方式向农村小学提
供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管理理念。同时，新塘乡中心小学每年派 5—7 名教师到施州民族
小学跟岗学习，教师和领导跟岗的时间在一周左右，还有一名教师跟岗长达一年时间。到
目前为止，新塘中心小学已经派教师 140 人次的跟岗学习，效果尤为明显。中层干部带来
了新的管理方式，教师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带动了农村学校的课程改革和
管理方式改革。恩施市施州民族小学的做法，对于加快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城
乡教师交流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可根据需要推行政府购
买教师岗位，让新补充教师先到最需要的农村学校工作；实施大学毕业生服务农村教育和
大学毕业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计划，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农村任教、支教；推进高等
学校留校青年教师、各级党政机关新进公务员到农村学校支教服务行动。
4.大力提高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经济待遇，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农村中小学由于各方面条件差，导致教师待遇差，很难留住人才，骨干教师少。因此，
要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关键是要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抑制城乡间中小学教师不
合理的“逆向”流动，否则，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就会落空。而要吸引大批优秀
教师到农村任教，稳定农村教师队伍，调动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关键是要提高教师的
经济待遇，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国务院 2012 年 09 月 07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的意见》再度强调，要“依法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
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保障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
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策”。viii因为不可否认，根据目前世界上越来越明显
的趋势，诸如教师的社会地位及人们对他们职能的评价等其它因素，象在别的许多类似职
业中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为此：
第一，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逐步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要提高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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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待遇，就必经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责任。从我国财政收入分配的格局和多年
的实践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不能由基层政府负担。除发达地区外，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工资应实行省级统筹，让省级政府成为教师工资最主要的负担者。实行省级统筹，让省
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待遇主要的负担者，这里政策层面上的含义，是尽可能
通过上收义务教育事权，将地方基层政府负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待遇的责任逐步上移
至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在全省范围内按国家统一规定的编制标准和工资标准
把对教师的工资福利支出采用专款的形式交由银行按月足额发放给教师。这样做，应该说
不仅不会对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待遇产生管得过死的弊端，反而有利于防止基层政府或
教育部门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拖欠教师工资，同时也有利于在全省范围内为中小学
教师创造一个大体相近的工资福利条件，从而有利于贫困落后地区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二，建立农村中小学教师激励制度，鼓励优秀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学校任教。按
《教师法》规定，在待遇上建立面向农村、边远和艰苦地区中小学教师优惠制度，以吸引
和稳定教师在该地区任教。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鉴于农村地区中小学骨干教师流失问题严
重，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出台骨干教师的优待政策，解决待遇低的问题。为此，国
家应建立农村边远和艰苦地区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并且应根据农村地区的偏远程度、
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对那些越是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艰苦农
村地区工作的教师，享受的特殊津贴应越高，以吸引和稳定优秀教师到该地区任教，保证
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较好的教育。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地理环境和条
件恶劣程度对农村教师补贴进行适当分类，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村教师给予高低不等的偏
远地区教师津贴，鼓励优秀教师扎根农村偏远地区、献身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以日本和韩
国为例，日本针对偏远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实施了偏远地区教师津贴，积极鼓励教师到
农村偏远地区任教。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各都、道、府、县必须以特殊的勤务津贴的方式
为处于偏远地区的公立小学、初中的教师及职员发放偏远地区教师津贴。偏远地区津贴每
月实际支付额度由工资和抚养补贴的月额之和乘以偏远地区的偏远级别率得出。偏远地区
的级别分为五级，一级率为 8%、二级率为 12%、三级率为 16%、四级率为 20%、五级率为
ix
25%。 韩国为了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促进教育事业发展，1991 年制定了为提高

教师地位的特例法。该法律规定实行岛屿偏远地区教师津贴，凡是工作在岛屿、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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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员都可以享受，根据地理位置远近和偏远程度分为五类地区，A类地区教师每年可以享
受 23000 韩元的岛屿偏远地区教师津贴，B类地区每年可以享受 17000 韩元，C类每年可以
享受 12000 韩元，D类每年可以享受 7000 韩元。x借鉴国外的经验，省级政府应依据农村地
理环境和条件恶劣程度对农村教师津贴进行适当分类，形成合理的等差梯度，建立全省统
一分类标准的农村教师补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平衡统一省域内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收入；另一方面因为条件越恶劣、距离越偏远的农村学校教师补贴越多，可以激励更
多的优秀教师到农村偏远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此外，应健全医疗
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乐教。
第三，改善农村学校教学与生活条件，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要想让教师
在农村学校任教，教学与生活条件少不了。一些农村地区学校教师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
部分学校无宿舍，无食堂，外地教师均寄住在由教室改建成的集体宿舍中，生活配套设施
缺乏，教师吃饭洗澡十分不便。要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就必须着重解
决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如兴建教工宿舍，同时完善用水、用电和娱乐等生活配套设施，
使教师有个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此外，还应大力改善农村中小学的教学条件，如添置计
算机、建立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室等，缩小农村中小学与城市中小学在办学条件方面的差距，
这也将极大地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第四，正确面对农村教育的现实，妥善解决教学点代课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代课教
师是我国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学点主要由代课教师
支撑。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农村义务教育第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弥补了
农村中小学师资的不足，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师资的供求矛盾，
实际上已成为支撑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重要力量。近年来，
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逐步取消代课教师，但代课教师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仍
有相当的数量。所以，代课教师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要在短时间内取消我国教师队伍
中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必须妥善解决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工
资待遇问题。首先，必须正视农村代课教师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的事实，尽快出台相应
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及早制定农村代课教师的聘用标准、考核办法和辞退制度；其次，因
地制宜，每年安排一定的教师编制，将多年在教学中兢兢业业、已取得大专学历和教师资
格证的优秀农村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其余农村代课教师必须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明确

440

聘期、权利和待遇等；第三，将农村代课教师工资全额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直接在农村税
费改革固定性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以解决农村中小学的后顾之忧，消除农村中小学教育
乱收费的隐患；第四，努力提高农村代课教师的工资待遇，尽可能地与当地公办教师同工
同酬，至少要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第五，应逐步将农村代课教师医疗、失业和养老保
险等纳入社会保障范围，让他们安心从教。
总之，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既是涉及农村孩子能否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
又是关涉农村义务教育能否均衡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难以保
证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享受到较好的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当然，农村中小学教师
队伍建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只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从一点一滴做起，问题就不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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