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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培并举
推动人才流向基层一线

“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加
快施工进度，确保在开学前给学生们呈
现一个崭新的校园环境。”9月3日上
午，定安县中瑞学校校长方晓阳在校园
里走了一圈，和工人们交流着运动场、
道路以及绿化改造进展。巡查完工地
后，他又回到办公室，思考起新学期教
学设计、教师人员组合配备等工作。

2021年9月，方晓阳从湖北省黄石
市城区一所重点高中应聘到定安县中
瑞学校当校长。怀揣满腔热血的他，一
到海口就直奔学校。然而一到学校门
口，偏远的地理位置、老旧的校舍、简陋
的办公条件……看到这些，方晓阳的心
情瞬间变得低落起来。

虽然和自己的预想有些落差，但想
到投身乡村教育是自己来时的初衷后，
方晓阳还是决定留下来，努力让山里的
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到
学校工作后，方晓阳围绕教师队伍建
设、教学制度建设、校园文化重构等方
面发力，并带领学校教师充分利用当地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红色资源，
做强做优红色教育和少数民族文化教
育。如今，定安县中瑞学校的办学水平
正不断提高，该校一名学生被评为“全
国优秀小红星讲解员”，今年该校还被
评为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

“去年以来，定安县政府持续投入
数百万元资金对校园进行改造，县教育

局也通过多种方式为学校补充了24名
教师，这些举措让学校的面貌焕然一
新，也让我对学校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方晓阳说。

如今在海南，越来越多像方晓阳一
样的教育人才选择扎根基层，努力为乡
村教育奉献自己的力量。这背后离不
开我省推行的“县管乡用”基层教育专
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近年来，我省努力畅通人才引进渠
道，采取放宽年龄、适当降低开考比例
或不设开考比例，以及“业绩考评+考
察”等方式引进农村优秀教育人才。试
点3年来，已面向全国组织了3批“县管
乡用”基层高层次教育人才和紧缺学科
教师公开招聘，累计有2776人到岗到
任，其中，高层次教育人才165人，紧缺
学科农村教师2611名，为试点市县农
村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同时，我省加大本土人才对口培养
力度。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
院实施定向公费生培养项目，截至目
前，签约回原籍任教的省级公费师范生
累计816人。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教师专项计划”和“双五百”人才工程，3
年累计选派435名支教教师对口支持
试点市县的薄弱学校，选派试点市县
817名农村教师到海南师范大学集中
培训。采取省级示范性培训和县级普
及性培训相结合方式，对试点市县
3060名乡村教师开展培训。

此外，我省还积极引导“候鸟”人才
到基层服务。建立柔性人才引进机制，
引导候鸟人才到基层服务，目前试点市

县有112名教育候鸟人才在基层一线
服务。出台《海南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
建设“十四五”规划》，将开展柔性人才
讲学计划列为重点项目，面向全国柔性
引进一批候鸟优秀人才，到乡镇寄宿制
学校和薄弱学校开展教学指导或担任
兼职教师。

通过促进优秀教育人才向农村基
层流动，我省农村学校的办学面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近年来，多个试点市县的
乡镇学校出现了学生持续回流的可喜
现象，如琼中、陵水的乡镇学校回流学
生分别达到2361人、6906人。

政策激励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动力

把人才引进来后，如何促使人才更
好发挥作用？针对这一“必答题”，我省
强化政策激励，加强基层教育人才蓄水
池扩容制度设计，多措并举激发人才干
事创业动力。

教师编制不足怎么办？我省创新
编制管理，指导满编超编市县建立周转
编制专户，适当拉长“板凳”，采取“退三
进二”办法补充急需紧缺学科教师。

岗位管理制度如何优化？我省将
农村学校中高级职称岗位比例在原基
础上提高3%至5%；对引进的高层次教
育人才采用特设岗位的做法，全部解决
岗位聘用问题。

如何更好发挥教师轮岗的作用？
我省加大教师交流轮岗力度，重点推动
教师从城镇学校向乡村学校、优质学校

向薄弱学校、中心学校向村小教学点的
交流轮岗；将城区教师到农村支教任教
经历作为职称晋升的硬性条件，要求城
区教师参评中高级职称需到农村学校
或薄弱学校任教或支教1年以上，兼职
支教2年以上。

教师能力素质如何实现长足提
升？我省统筹“国培计划”和“省培计
划”教师培训项目，重点向农村地区倾
斜，3年来培训试点市县教师2万多人
次。

此外，我省还充分发挥考核“指挥
棒”作用，加大教学实绩、育人业绩在考
核评价和绩效工资分配中的权重，把绩
效考核结果作为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
的主要依据，并与职称评聘、评奖评优
挂钩。拟对长期在农村学校任教的中
小学教师，实施职称评聘“定向评价、定
向使用”，进一步畅通农村教师专业晋
升通道。

一系列举措，激发了乡村教师扎根
基层干事创业的热情，使农村教师队伍
整体趋向稳定。3年来，改革试点市县
中有2个基层集体荣获“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77名农村教师先后荣获省
级以上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称
号、3名农村教师入选“全国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做好保障
全力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2019年，就职于黑龙江省七台河
市一所小学的刘丽苹，选择追寻自己的

乡村教育梦，应聘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高田小学担任教师。在说服家人后，
她和丈夫驱车数千公里，南下来到了琼
中。

“在还没过来之前，我最担心的就
是住宿问题。后来，县里把我安排在海
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琼中附属实验小学
的教师宿舍，那里的生活用品应有尽
有，离学校也不远。”刘丽苹说，在待遇
方面，除了正常工资，每个月还会有乡
镇工作补贴。今年初，刘丽苹还住进了
县里的经济适用房。

“县里对我照顾得很好，我没理由
不把工作做好。”刘丽苹在心里暗暗下
定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她确定
了自己的教学路线：通过“趣味引导
——探索实践——总结提升”等环节，
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帮助学
生建立自信、提高学习能力。通过努
力，她所教的班级教学成绩稳步提升，
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肯定。去年，刘丽
苹被评为海南自由贸易港E类人才。

作为学校教导主任的刘丽苹，除了
将自己的教学方法分享给其他教师外，
还通过教科研活动指导老师备课和上
课，在反复跟踪与实践中促进其他教师
教学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充分发挥了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引领示范作用。

刘丽苹的事例，是我省众多教师献
身乡村教育的生动缩影。为了让农村
教师能够安心工作，我省多方面强化保
障，全力以赴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实行
农村教师工资待遇倾斜政策。试点市
县面向基层教师累计发放乡镇工作补

贴9980万元，共19689人次乡村教师
受益，对高层次教育人才按岗位及偏远
程度每月发放1500—10000元不等的
乡镇工作补贴。

提高住房保障水平。投入12.14亿
元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1.3万套，建
设乡村教师公共厨房212间。实施基
层教师安居工程，截至2022年7月，全
省已累计开工建设安居房5.6万套，已
受理基层教师购房申请1.3万多人，取
得购房资格5645人。

3年来，通过聚焦“优秀人才抓引
进促增量、本土人才抓培育提素质，创
新机制用好人才，强化保障留住人才”
等关键问题，我省吸引了一批优秀教师
和紧缺学科教育人才向乡镇基层学校
流动，试点市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发生
可喜变化，教育教学水平明显提高。试
点市县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2018年
的88.6%提高到2021年的92.3%；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从2018年的92.1%提
高到2021年的96.2%，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2018年
的88.8%提高到2021年的92.4%，整体
提升了我省的基础教育水平。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加大“本土化”教育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畅通农村教师专业晋升渠道，继续
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强化中小学教师职
务聘期管理，探索实施农村学校托管式
办学或集团化办学，进一步优化农村教
师队伍结构，激发队伍活力，营造良好
育人和干事创业氛围，促进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

自2019年我省实施“县管乡用”基
层教育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改革试
点工作以来，作为试点的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强力推进改革，进一步完善教育
系统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工作体系，取得
了一定工作成效。近年来，全县中小学
校先后荣获国家、省级荣誉580项，共
有 390 名教师荣获国家、省级奖项，
2361名学生从外县市回流。

用足政策精准“招”。琼中充分用
好全省的“好校长、好教师”引进人才和
培养工程政策，按照“缺额全补”“退一
补一”的原则，每年动态统计需求，科学
实施招聘计划，多渠道引进教育人才。
2019年以来，全县引进基层教育人才
76名。

搭建平台系统“培”。开展教师职业
周期培训活动，全县组建129个学科区

域教研组，用科研带动、课题推动、教研
行动方式，实现教师新发展；通过嫁接、
联盟、合作办学，突破教师成长壁垒。

合理配置高效“用”。琼中全面实
施教师“县管校聘”政策，对全县教师实
行编制统管、人员统配、双向选择、分级
竞聘的用人策略。为基层教育人才特
设岗位聘用，实现全县范围流动。
2019年以来，全县196名教师交流轮
岗，51名校长交流轮岗。

多措并举真心“留”。2019年以
来，琼中为基层教育人才发放边远地
区教师生活补助人均 600 元/月—
1000元/月，为农村地区优秀教育人

才发放乡镇工作补贴人均4000元/月
—10000元/月，为引进教育人才发放
安家费等共计3555.21万元。据统计，
从2015年起琼中在城区为农村教育人
才配套规划建设周转房792套，在学校
为农村教育人才每人提供35平方米的
工作间，统一配置2万元家用电器和生
活必需品。今年全县将建好140套住
房供农村教育人才居住。

（本版撰文/鹏程）

海南大力推进“县管乡用”基层教育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人才活水奔涌 乡村教育振兴
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

关键。能否拥有一支“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
教师队伍，直接关系到乡村
教育能否实现健康良好发
展。近年来，我省坚持把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机
制、新举措，努力打造素质过
硬的乡村教师队伍。

针对农村教师“引、留、
用”等突出问题，2019年，省
教育厅会同各相关部门在五
指山、保亭、琼中、白沙、临高
5个市县启动实施“县管乡
用”基层教育专业技术人才
激励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2021年，我省将试点扩大到
11个市县，新增东方、定安、
屯昌、昌江、乐东、陵水6个
试点市县。试点工作聚焦
“激励引导教育专业技术人
才向基层流动，促进基层教
育健康发展”目标，有效促进
教育人才向农村基层流动，
赋能乡村教育振兴。

琼中：

多措并举打造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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