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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湾岭学校校长包瑞早早便收
到了21名转校生的入读申请。加上今
年的数据，该校自2016年至今共有600
余名在外求学的学生陆续回流。

学生们为何选择回流？原来，这所
乡村学校早已今时不同往日——被判
定为危房的教学楼被推倒重建，音乐
室、电脑室、图书室、实验室、心理咨询
室等各种功能教室一应俱全。尤其是
一批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的引进，让
该校中考成绩连续5年稳步提升。

湾岭学校的蝶变是我省各乡村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成果的生动缩影。

为了给乡村学校补充“新鲜血液”，
“4·13”以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等文
件，多措并举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这一
根本抓实抓好——

一是加强对乡村教师队伍的补充，
先后为保亭、白沙等14个市县招聘乡村
义务教育特岗教师7315人，占乡村教师
总量的17.5%；二是实施“海南省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计划”，共计培养公费师范
生1599名；三是投入1.5亿元，实施海南

“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面向全国
引进300名优秀校长和教师，其中75%
以上的引进人才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
市县及乡镇以下学校任职任教。这一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经费最多、待遇最优”的教育引才
工程，为不少乡村学校解了燃眉之急。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人介绍，为
进一步破解乡村教师“招不来”“留不下”
的难题，海南教育系统解放思想、敢闯敢
试、大胆创新，围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
管理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

制定《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县管校
聘”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在中小学教师
队伍中开展“县管校聘”管理改革，由县
级教育部门在核定的总量内，统筹调配
各校编制和岗位数量，完善教师岗位管
理，加强教师考核评价，努力实现教师
从“学校人”向“系统人”转变。

制定《关于推进县（市、区）域内义
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
实施意见》，鼓励城镇学校向乡村学校、
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交流轮岗。例如，

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
划，每年选派150名优秀中小学教师到
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
区支教；依托海南师范大学持续14年实
施“双五百”人才工程，共有9791名优秀
师范生到乡村学校顶岗支教实习，5805
名乡村教师被置换出来回炉“充电”，惠
及14个市县的2256所乡镇学校。

“因为参加培训，我第一次听说了
‘核心素养’，第一次见到了新颖的‘翻
转课堂’，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与优
秀班主任的差距……”被置换出来回炉

“充电”的乡村教师，在一次次打磨和碰
撞中提升了教育教学能力，全心全意投
身乡村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意愿越来
越强。

头雁引领 群雁高飞

刚刚过去的暑期，海南各类教师培
训班相继举办，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引导教师充分利用暑假、周末及
业余时间，接受有针对性、实操性的全
方位培训。

以培促学、以培促教，海南教育系
统十分注重加强对乡村教师队伍的培
训，通过实施“海南省乡村教师专项培
训计划”，每年对全省3000名乡村及教
学点小学教师开展专项培训，至今已完
成约2万人次的全员培训。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人说，每
个教师培训项目在筹办前期，培训主办
方都会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工作需求，
结合基础教育和教研发展最新趋势设
置课程，力求做到既夯实基础，又开阔
视野，更关注素养提升。

比如，海南省促进乡镇小学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学校管理省级示范性培训
项目，以国家基础教育教学优秀成果

“田园课程”推广为支点，为乡村小学自
主变革提供接地气、能操作、有模板的
实施经验；乡村骨干教师培训班学员走
进8所省内名校、2个卓越教师工作室观
摩学习，提升了自身课堂教学能力及校
本研训活动的策划水平。

目前，海南已经构建起国家、省、市
县、校四级教师研训体系，有力保障了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的实施工作。
据统计，近5年，海南通过“国培”“省培”
等项目共计培训教师35万人次。

为了让优秀校长、教师安心留在乡
村任教，海南还积极探索优秀师资向乡
村基层学校流动的激励机制。

2019年起，海南在五指山市等5个
原国定贫困市县开展“县管乡用”基层
教育人才激励机制改革，在乡镇及以下
学校设立“乡村省级骨干校长”“乡村特
级教师”“乡村省级学科带头人”等竞聘
岗位，按岗位艰苦程度给相关教师每人
每月发放15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乡
镇工作补贴。目前已有1487名乡村高
层次教育人才、乡村紧缺学科人才到岗
到任。

多措并举，海南从各个方面大力提
高乡村教师待遇——自2013年9月起，
每年投入近1.8亿元，对偏远贫困地区
教师发放每月300元生活补助，对乡村
教师每月人均增加100元生活补助。同
时，通过实施乡村教师安居工程，先后
投入12.14亿元建设乡村教师周转宿舍

近1.3万套，在白沙、东方、临高等6个市
县建设偏远乡村小学教师公共厨房试
点项目，为212所偏远乡村小学建起教
师公共厨房，较好地改善了乡村教师住
宿和用餐条件。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南叉小学的
公共厨房就建在教学楼旁，空调、冰箱、
碗柜、灶台、饭桌、水池、碗筷等一应俱
全。该校教师都说：“公共厨房解决了我
们‘用餐难’的问题，如今每人每月的伙
食费不到200元，吃得便宜又放心。”

白沙七坊镇东方小学一位教师介
绍，公共厨房的建设不仅解决了教师

“用餐难”的问题，还增强了教师之间的
友谊和凝聚力，“大家分工合作、切磋厨
艺，都说在学校里吃饭，比在家里吃饭
还要香！”

以培促学 办好实事

回顾“4·13”以来我省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工作，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
责人表示，虽然海南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比如教师队伍结构性
缺编、年龄结构老化等，需要进一步优
化和解决。

该负责人指出，“十四五”时期，海
南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
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推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重要抓手，坚持全
岛同城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持续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优化布局结构、建
设与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境相匹配
的优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根据安排，“十四五”期间，省教育
厅将着力改善乡村学校教师结构，尽快
解决乡村教师队伍不合理、不平衡问
题，通过加大同省委编办、省人社厅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通过创新编
制管理、设立周转编制专户、完善教师
退出和补充机制等措施，为部分满编超
编学校补充急需紧缺专任教师，进一步
优化结构、调整队形，整体提升乡村教

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
与此同时，省教育厅还将继续通过

加大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创新教师培养
模式、强化教师聘后管理、加大基层激
励机制改革力度、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
和改革措施等方式，努力提升乡村教师
队伍能力和素质。

特别是，省教育厅将严格落实《中
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正
常增长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特岗教师
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享有同等待遇，保
障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同职级县
镇教师。

根据省教育厅会同省委人才发展
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继续实施
并扩大范围试点海南省基层教育专业
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改革工作的通知》，
海南将把原有的5个试点市县扩大到
11个试点市县，继续指导试点市县开展

“县管乡用”基层教育人才激励机制改
革，加强乡村地区高层次教育人才公开
竞聘并统筹调配使用，并在原5个试点

市县启动实施乡村教师“定向评价，定
向使用”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我们将加大优秀教师表彰力度，开
展省级教学名师、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表
彰，重点奖励贡献突出的教学一线教师。
同时隆重表彰海南省‘优秀教师’‘优秀乡
村教师’‘优秀特岗教师’‘优秀教育工作
者’等，并将优秀典型推荐到国家层面参

加评选。”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负责人表
示，海南教育系统将充分集中社会资源，
群策群力关心和支持教师工作生活，想方
设法为教师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减轻教
师非教育教学工作负担，不断提升教师的
荣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教师创造舒
心从教、静心从教、安心从教的良好环境。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创新机制 引才留才

秋季学期已经开学，坐
落于万宁市三更罗镇镇墟的
新中初级中学内生机盎然。

新中初级中学是名副其
实的“大山里的学校”，硬件
条件虽然不及城区学校，却
有一批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的乡村教师——

除了扎根山区从教20
多年的单文杰，该校近年还
引进了不少年轻教师，为本
校乃至周边学校和教学点的
教育教学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辐射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
育大计，教师为本。要促进
乡村基础教育快速发展，实
现乡村基础教育质量明显提
升，加强乡村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是重中之重。

“4·13”以来，海南教育
系统坚持引育并举，加强培
训培优，改革激励机制，着力
提高待遇，努力提升乡村教
师队伍素质，为推动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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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加强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乡村基础教育快速发展

为乡村孩子点亮“心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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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在校生 72.79万
人，占全省中小学生总数
58.54%。其中，农村小学在校
生人数 50.9 万人，占 59.04%；
农村初中在校生 21.89万人，占
57.39%

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 5.3
万人，占全省中小学专任教师
总人数的 42.83%。其中，农村
小学专任教师数3.6万人，农村
初中专任教师数 1.7万人

自2013年9月起，每年投
入近 1.8亿元，对偏远贫困地区
教师发放每月 300 元生活补
助，对乡村教师每月人均增加
100元生活补助

实施乡村教师安居工程，
先后投入 12.14亿元建设乡村教
师周转宿舍近 1.3万多套，在白
沙、东方、临高等 6 个市县为
212所偏远乡村小学建起教师
公共厨房

据统计，近 5年，海南通过
“国培”“省培”等项目共计培训
教师35万人次

2021年9月10日 星期五 T03

在
屯
昌
县
新
兴
镇
沙
田
村
岭
前
小
学
，特
岗
教
师
云
耀
为
学
生
讲
解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相
关
知
识
。

本
报
记
者

李
天
平

摄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小学，乡村教师的到来让当地50余户农村家庭
的孩子享受到了优质教育。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