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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教育当先行。“高
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谋划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
体现。

从历史进程来看，两类学校在
服务农村最困难群体、巩固提高义
务教育普及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受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
制约，两类学校仍是教育的短板，存
在规划布局不合理、办学条件相对
较差、师资保障不到位、校园文化建
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
步全面加强，提升育人质量。

日前，国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破解城乡义
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
盾，切实解决两类学校发展滞后问
题，农村两类学校建设再一次被推
向台前。

据了解，目前还存在未出台两
类学校基本办学标准的省份，针对
盲目撤并和撤留两难问题，各地也
没有统一的参考依据。什么样的学
校该撤并？多大年龄、怎样背景的
孩子可转为寄宿生？旧校撤并和新
校重建过程中，如何保障学生受教
育的机会？这些都是加快两类学校
标准化建设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洛阳
市新安县目前正同时建设5所寄宿
制小学，每所学校投入近 3000 万
元，需要总投入约1.5亿元。新安县正村镇白墙小学和青
要山镇中心小学的部分宿舍楼、图书阅览室还在修建过
程中，受地方财力限制和工程进度的耗时问题，乡镇寄宿
制学校的全面铺开仍需要时间。

同时，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农村中小学教师队
伍普遍存在总量超编，但教学岗位人员相对不足，教非所
学、年龄老化、待遇偏低、难招更难留等问题，已成为制约
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振兴乡村教育，不只要让孩子有学可上，更要让孩子
学有所得。作为农村义务教育脉络中的关键一环，两类
学校建设更要落细做实，立足省情、县情、校情，从最迫切
的需求入手，推进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装备配备，补
齐两类学校办学条件短板。要加强经费投入使用管理，
切实保障两类学校正常运行。

两类学校建设，还要做优做强。要加强两类学校教
育教学管理，深化育人模式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要配齐配强
乡村教师，大力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运用“互联网+”教育
方式，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两类学校并不是“落后”的校园形态，乡村教育之于
城市并非全为劣势，而有其独特的优势。农村孩子不仅
应该享有接受前沿教育的机会，同时，乡村的自然环境与
人文环境、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与自治传统等
都可以成为农村教育的丰富资源，这也是为乡村儿童和
青少年树立乡村自信，借助乡土的滋养，深深扎下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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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兜底教育公平这道墙基
——河南省洛阳市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现状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

流动的规模持续增加，农村学龄人

口总量阶段性减少和流失严重，加

上前些年的撤点并校等，农村学校

教育水平仍相对滞后。那么，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境况

究竟如何？怎样才能让两类学校在

我国基础教育体系中起到兜底教育

公平的作用？近日，记者跟随教育

部有关人士来到河南省洛阳市，对

两类学校建设开展调查。

新安县铁门镇高沟小学的操场上，老师正带着学生们进行课外活动。

核 心 提 示

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这两类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神经
末梢”，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7年
底，全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 10.7 万所，其中小学 2.7 万
所，教学点8万个，占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
农村小学寄宿生有 934.6 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
14.1%。

日前，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多项措施
来加强两类学校教师队伍建设，要求做到“四个倾斜、
两个提高”，努力优化工作环境、提高待遇保障、扩展发
展空间，让优秀教师不仅能进得来，而且能留得住、教
得好。

整合教育资源 新校大变样

从山区教学条件实际出发，加强寄宿制
学校建设，整合新老校区资源，完善教学硬件
设施，学校已成为师生的第二个“家”

“以前我们这儿，只能靠两名老教师苦苦支撑，几
度考虑将教学点撤并。”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陈村小学
老君洞教学点校长邱新学向经济日报记者回忆道，四
年前,教学点就是借了两间平房当教室，门口一下雨，
路面就泥泞不堪,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时被列入了撤
并的考虑范畴。

然而，由于教学点地处偏远山区，是附近几个村子的
“独苗”，学生要是去中心学校就读需要走很长一段山路，
要求保留教学点的群众呼声很高。新安县政府、教育局
多次来校调研后决定，老君洞教学点不仅不撤了，还要投
资建新校。

2014年，政府投资300余万元将教学点迁址新建，
新校占地约1万平方米，教学楼、教师公寓、教学设施齐
全，校园绿化、硬化、美化到位，老君洞教学点摇身一变，
成了新安县“最美乡村学校”之一，来自周边6个村的43
个孩子在这里学美术、学书法、学电脑……

校园更美了，硬件设施更好了，学校便是师生的第二
个“家”。面对城镇化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乡镇寄宿制
学校的兴起，因地制宜整合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成为全面
加强两类学校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农村学生上学远
上学难问题的关键。而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标准和规范又
该如何定义？新安县铁门镇高沟小学就是这其中的践
行者。

塑胶场地和跑道覆盖校园大部分地面；图书室、音乐
教室、美术教室、手工坊、计算机教室等一应俱全；宿舍内
温馨惬意，床铺整洁舒适；餐厅里干净卫生，三餐丰富
……借助“农村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的春风，高沟小学于
2017年9月另辟新址，改建为寄宿制学校。新校的投入
使用，逐步改变了过去周边学校分散，教学资源浪费的局
面，为提升农村教育教学质量找准了突破口。

“为了让留守儿童在新学校能够感受到在家一般的
温暖，我们还成立留守儿童之家，配备生活教师以及考
取了专门资质的心理咨询师，给予留守儿童特别关
照。”该校校长朱雪军告诉记者，寄宿制学校为农村留
守儿童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解除了外出务工家长
的后顾之忧。学生寄宿之后，也减轻了天天接送的负
担，极大地改善了附近 7 个偏远行政村孩子的就学
条件。

像高沟小学这样的寄宿制改造情况，在河南还有不
少。2014年至2017年，河南集中资金259.45亿元，对两
类学校进行改造。仅2017年河南便改扩建或新建寄宿

制学校600多所。2018年，全省还将改扩建或新建900
所寄宿制学校，每个县至少有一半的乡镇要完成改扩建
或新建一所寄宿制小学。

家住新安县曹村乡袁山村的10岁女孩樊艳玲，原本
就读于村子里的临时教学点，一个年级只有一位老师负
责语数外全科，木桌木门木凳子，还有用砖头当黑板教学
的场面，让她记忆犹新。就在去年，教学点撤并后，樊艳
玲转入新安县青要山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刚接触新环境
的她，心里满是好奇与兴奋。

第一次见到电子白板和计算机教室，就让樊艳玲感
叹，原来学习还可以这么高科技；第一次上书法、美术、音
乐和体育课，又让她拓展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第一次离开
家在外读书，樊艳玲起初还会因为想家而哭鼻子，或是因
为叠不好被子而泄气，“还好我不会的，老师和同寝室同
学都会帮助我，想家了可以找老师给爸妈打电话”。

据袁山村党支部书记郭保忠介绍，袁山村距离青要
山镇中心小学11公里，每到周末，政府会安排专车接送
寄宿学生回家。目前，由于袁山村各教学点一至三年级
学生年纪还小，部分教学点还没有完全撤并，等到学生年
龄适合，预留好适当的过渡期将陆续完成撤并。

加强队伍建设 教师有保障

多措并举拓宽乡村教师来源,畅通高校
毕业生、城镇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的通道，努
力优化工作环境、提高待遇保障，让乡村教师
留得住、教得好

尽管有政策倾斜、经费保障，但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
仍然不容易，师资力量是振兴乡村教育的关键。

当身处城市的家长们为孩子打造“名师教育”而劳心
奔走时，乡村教师紧缺问题却依然迫在眉睫。河南省教
育厅副厅长毛杰介绍，近年来，河南不断强化两类学校师
资队伍建设，拓宽乡村教师来源,畅通高校毕业生、城镇
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的通道。自 2009 年实施“特岗计
划”以来，河南已投入专项经费64.3亿元，招聘10.5万名
特岗教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2016年至今，河南
累计招聘小学全科教师4000名。

青要山镇中心小学的数学老师程梦亚是一名“90
后”特岗教师，2015年，她从南阳师范学院毕业后进入农
村学校执教。家住县城的她，只有周末才能回家看看。
3年来，从一个初来乍到，没什么教学经验的新手教师，
到成长为三尺讲台上落落大方的身影，程梦亚有了十足
的蜕变。

“学校的生源辐射了附近 10 余个村。这里的孩子
是最天真的，他们渴望接受知识，对老师更加依赖，也
督促我们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不辜负孩子
们的期待。”程梦亚说，学校现在每年都有特岗教师分
配过来，教师队伍越来越年轻，教学压力也随之而来，
而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去年，青要山镇中
心小学在综合能力检测中的“教学质量”一项上摘得全
县第一。

眼看着乡村教师队伍日益壮大，教师能力建设更不
容忽视。毛杰介绍，为了提升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河南
省打造“国培、省培、市培、县培、校培”五级联动体系，到
2020年,对全体乡村教师、校(园)长进行不少于360学时
的培训；加快推进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标准，逐步形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
高”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教师到两类学校任教，努力做
到“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两类学校教师的待遇究竟能否得到改善？或许能从
老君洞教学点里找到答案。自从老君洞教学点新校舍投
入使用后，教师也有了周转房，每人一室一厅，生活娱乐
设施完备。不仅让原先的两名教师扎下了根，还吸引来
两名新教师。

党纯洁是教学点里的一名全科教师，去年刚从五年
级换下来教一年级。接手时她有些头痛，孩子们没一
点儿“规矩”。之后，党纯洁主动要求去中心校一年级
随堂听课，向中心校老师请教管理低年级学生的方
法。“中心校的教师经验更丰富，他们的班级管理经验、
如何更好地提升课堂效率等方法拿来就能用，这都是
自己以前没意识到和容易忽视的。”党纯洁说，学校已
实现“班班通”，再加上与中心校的密切联系，能够帮助
自己快速提升教学能力。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在新校区教学心情好，干什
么都觉得有劲头。”老君洞教学点经历迁址新建后，
让党纯洁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还有渐涨的工资，

“包括农教补贴、农村生活补助，以及乡镇给予的农
村教师补贴等，如今每个月的工资已经比我 8 年前刚

进入教师队伍时上涨了近 1500 元，这在镇上也起码
是中等收入水平”。

力促教学质量 课堂更多元

通过教师“走出去”参观学习、健全管理
制度和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等方式谋教
学出路，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全面提升
两类学校的教育质量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而提升教育水平不能一
蹴而就。《指导意见》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全面提
升两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强调改善办学条件、强
化师资队伍、加强经费保障的基础上，还从健全管
理制度、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措施。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实验学校距离县城有2公里，是
一所于2014年新建的农村公办学校。“新校由原来的两
所中学合并而来，合并前的学校硬件薄弱、师资短缺、生
源稀少、学生习惯差、家长意识又淡薄……各种教学问题
不该有的全有了。”回想起过去的情况，实验学校教研主
任黄峰伟感触很深，旧校教学成绩年年位居全县23所初
中后三名，有能力的家庭都将孩子转入县城就读，学生人
数急剧下降。

新学校建成后，如何提升教学质量又成了黄峰伟面
临的一道难题。经过多方研究论证，学校决定通过课改
谋出路，关键是要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找到
国内实施翻转课堂最著名的北京四中网校，将网校的两
名优秀教研员请到学校，为七年级实施每班一周的数学
课改示范。”黄峰伟说，不仅如此，学校还组织相关学科组
长、骨干教师“走出去”，前往其他省市的一批课改名校参
观学习。

如今，新安县产业集聚区实验学校已实现全年级、全
部室内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教师们也能够根据本班学
生的学习情况，举一反三，适当调整教学进度和内容。这
两年，实验学校的成绩排名已跃升至全县前五名。“现在
孩子遇到学习上的问题，不是立马找答案，而是乐于和同
学一起探讨，留给自己更多思考的空间。”该校初二学生
韩易真的父亲说道。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学校师资力量普遍比较薄弱，没
有专业的教师，即使招聘来了也难以下到基层，导致农村
学校大多只有语文数学课，孩子们对于学习产生了厌烦
情绪，或是导致一部分热爱美术、音乐的孩子也因为成绩
不好而丧失了最佳学习机会和自信心。

针对这一问题，河南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陆续通过
网络把北上广等其他地方的优秀教师“请进来”，开设的
课程有美术、科学、艺术等，乡村小规模学校只需聘请助
教即可，填补了素质教育课程的空白。

在新安县正村镇白墙小学的教室里，电子白板做
到了班班普及。英语课堂上，教师通过电子白板联网

“互联教学助手”，英语课本便在大屏幕上显现出来，
并伴着纯熟的英文朗读声，带领学生们有序地跟随
诵读。

丰富课堂教学形式，为全面提升两类学校建设开了
个好头。记者了解到，教育部已明确要求加大资金向
两类学校建设倾斜，各地要加快建设进度，力争2019年
秋季开学前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未
来，还将以农村学校为重点，进一步创新教学方法，加
大信息化教学应用力度，加强教研队伍建设和教学成
果应用，完善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机制，提高教育
质量。

新安县铁门镇陈村小学老君洞教学点一角。

新安县正村镇白墙小学，学生们正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