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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乡村学校优秀教师短缺，
读者们提出建议——

期待乡村学校有更多优秀教师

喜笑颜开迎丰收

近年来，我国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全国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比例达到 95%。不过，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偏远乡村，尽管教师
待遇不断提高，但乡村学校一定程度上仍然面临着人员流失、优秀教师短缺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城乡优
质教育资源均衡，使更多优秀老师扎根乡村学校？读者们纷纷来信发表见解。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做 好“ 帮 扶 带 ”工 作

王宗征

沈宏胜

为广大教师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让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安心和顺心，就要
在提高教师待遇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首先，完善乡村教师工资增长机制。
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增长长
效机制，使其收入水平逐步提高，
特别是
在工资性收入增长方面有坚强保障。
其次，职称评定要优先考虑农村中
小学一线教师。在职称评定上，应对农
村一线教师特别是办学条件艰苦的学校
教师多一些照顾，并建立健全职称评定
激励机制，使更多优秀乡村教师在职称
评定上受益。通过职称评定的引领作
用，激励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心工作，提高
教学、教研和教育质量。
再次，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要与优
化农村中小学教师生活条件同步。身在

农村中小学教学一线，不少教师会在工
作和生活上遇到一些难题。对此，一方
面要注重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使
农村中小学教学条件不断变好；另一方
面，要努力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生活
条件，在食宿、交通、业余文化生活以及
婚姻、孩子入托和上学、赡养老人等方面
多给予实质性帮扶，多为他们解决实际
问题，使他们能把更多精力投入教育教
学工作中。
最后，在评优评奖方面对农村中小
学教师多一些考虑。应适当加大获奖比
例，激励他们立足岗位追求卓越教育教
学，争做新时代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
把
农村中小学三尺讲台作为人生事业的舞
台，为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重教、崇智
尚学的优良传统。多年来，
党中央、国务
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
作和教师队伍建设，
在政策上积极扶持，
在待遇上逐步提高，积极引导全社会形
成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不过，在一些地
方尤其是偏远乡村，近年来尽管乡村教
师待遇不断提高，但乡村学校仍然面临
着难以留住优秀教师的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
解决乡村学校留人难题，
一要帮、二要扶、三要带。
一要帮，
除了确保乡村教师待遇，
还
应当在教育环境上，包括在培养乡村教
师后备人才方面做足文章。搞好农村教
育环境，
不仅仅是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应
当让农村教师与城里教师享受同样的政
策待遇，实施人才合理流动。城里教师
可以到农村教学，农村教师可以到城里

教学。
二要扶，
即给予政策支持，
鼓励和引
导在城市工作的教师前往乡村学校任教
3 年至 5 年。比如，陈立群原是浙江省杭
州学军中学校长，退休后婉拒民办学校
高薪聘请，远赴黔东南贫困地区义务支
教，3 年多来培养出一支优秀教师队伍，
所在学校办学质量大幅跃升。
三要带，在培养农村教师后备人才
方 面，积 极 鼓 励 高 校 毕 业生到农村支
教。除此之外，可以鼓励城市身体条件
允许的退休教师到农村支教，以解决农
村教师紧缺现状。当地政府要多在改善
农村教育设施上加大投入，改善农村教
学条件，让教师人才在农村教学中增添
信心，
看到美好的愿景，
让好教师在农村
学校大有可为，
大有作为！
（作者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机厂新村）

江苏省东海县晶丽黄梨合作社种植基地，游客正在采摘
黄梨。近年来，
东海县通过立足生态环境优势，
实施旅游带动
战略，把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农业有效
对接，
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效果。
张 玲摄（中经视觉）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肖庄镇许庄村的村民将收获的大
枣装车。聊城市茌平区当地的春玉米、花生、地瓜、大枣等
农产品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当地的农民抢抓农时做好收获、
晾晒。
赵玉国摄（中经视觉）

推进交流轮岗
周均虎
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乡
村，尽管教师待遇不断提高，但乡村学校
仍然面临着人员流失、教师短缺问题。为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笔者认为，建立
城乡教师交流轮岗长效机制十分必要。
城乡教师交流轮岗，一方面能让农村
孩子听到骨干教师、特级教师授课，享受
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使他们能够直接从课
堂上受益；另一方面交流轮岗也为乡村教
师提供了学习机会，从优秀教师的授课中
总结教学经验，提升专业水平。总之，这
有利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和水平。
推动城乡教师交流轮岗，要完善制度
设计，结合实际，统筹安排。应维护好轮
岗教师的切身利益，立足学校和教师队伍
实际，科学制定教师交流轮岗方案。同
时，需出台相应激励机制及配套措施等来
保障落实，及时解决教师结构性短缺问
题，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在 城 乡 教 师 轮岗的具体 实施 过 程中，
还应当明确交流的范围以及骨干交流、自
愿交流、市场交流和对口交流的方法步
骤，明确交流教师的职称晋升、工资绩
效、岗位聘任、评优选用方面的规定，以
增强城乡教师轮岗交流工作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激励广大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不平凡的业绩。
同时，还应考虑到教师居家远近等
细节问题，给予教师以更多的人性化关
爱，以充分调动轮岗教师的积极性，让
好教师充分流动起来，促进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省宣威市文兴乡党政办）

发放高龄补贴应便民
邓为民
高龄补贴是国家对高龄老人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领取的年龄一般都在 80 岁以上。前几年，有的地方在发放高
龄补贴时，存在极个别老人去世后其家属还在冒领的情况。
于是，
有些地区在办理老人领取高龄补贴时，
要求老人亲自到
场，
或者每过几年就更换办理相关业务的银行，
需要老人亲自
到银行办理新卡。
上述一些做法确实难为了一批卧病在床或在外地生活的
老人。一些高龄老人本身行动不便，
能出门已属不易，
集中时
间去指定银行办理还要排队，消耗更多体力精力。还有一些
老人跟着儿女在外地生活，
为了更换银行卡，
千里迢迢赶回老
家确实很不方便。所以，如何更方便地做好高龄补贴的办理
和发放工作，
考验着各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为民服务水平。
首先，对一些出门不便的老人，可采取上门办理方式，免
除其舟车劳顿之苦。其次，现在居民户籍资料已实现“一网
通”，不必事事都要老人亲自办理。这样，在外地生活的老人
也不必来回奔波了。另外，
在老人授权下，
可探索由社区工作
人员集中代办，或者由老人的子女代办，并加强核实验证，符
合老人真实意愿。总之，各地相关部门在为老服务的过程中
应多换位思考，
尽量让人少折腾。
（作者地址：
上海市浦东上钢 9 村）

上图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
镇星光村，南昌月兔实验学校语文老师龚
方方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位“80 后”女教
师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到基层学校教
学，为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传授
知识。
成 奔摄（中经视觉）
右图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侯家庙
乡羊坊路口村小学教师申亚南在带领学生
做游戏。近年来，
宣化区加大资金投入，
大
力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通过建设教师
周转房、
发放农村教师特殊津贴等措施，
在
待遇保障上积极向乡村教师倾斜。
陈晓东摄（中经视觉）

莫让 120 急救车空跑
姚 平

多向艰苦岗位倾斜

发挥退休教师作用

田恒三

左崇年

今年初，河南省教育厅发文，将集中
对特困地区教师予以生活补助，
提高特困
地区义务教育学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标
准，并依据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
助，越是艰苦地区教师补助越高。同时，
对于长期在乡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任
教的教师，
在职称评定方面予以倾斜。
多年来，教师队伍中有一种现象，
农村教师喜欢往城里调，偏远地区教师
喜欢往中心城市里跑，贫困地区教师喜
欢往经济发达地区跑，从而导致偏远山
区、贫困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原因
主要是乡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资
低、补助少，待遇相对差。现实中，很多
老师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收入水平和福
利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流动。
对此，人们不能过于苛责。为了能够吸
引更多优秀教师前往艰苦地区工作并留
住优秀教师，
应该通过提高待遇、增加发

展进步机会等，
让他们有所得，
增加这些
地区的吸引力。
此前，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
要落实艰苦边
远地区津贴、乡镇工作补贴，
以及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如今，很多地方已经在制
定政策时注重向基层、向艰苦地区倾斜，
努力完善贫困艰苦地区教师待遇政策，
依据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越
往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
在职称评定方面也予以倾斜。这显然有
利于消除人们到基层发展的顾虑。所以
说，建立健全
“越往基层，
越是艰苦，
待遇
越高”的激励机制，让大家有干头、有盼
头、有奔头，
基层地区就一定能够吸引并
留住优秀教师。
（作者地址：
广东省郁南县二环路金
富花园）

自 2006 年特岗计划实施以来，该计
划已覆盖中西部 1000 多个县 3 万多所
农村学校。2018 年，教育部又启动了银
龄讲学计划，计划到 2020 年增加招募优
秀退休教师至 1 万名。
“招募优秀退休教师”以弥补乡村教
师力量不足，是一个重要尝试。在乡村
教师编制一时难以扩充的情况下，各地
难以通过直接给予编制为乡村学校补充
教师，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则是有效扩大
乡村教师队伍的积极实践。
退休教师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
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在长期教学实践
中培育出很好的职业精神。而且，退休
教师大多儿女成家，生活的后顾之忧较
少，有很多自由支配时间。一些优秀教
师都想找点事做，有的被各种培训班聘
用，有的则在家给一些孩子补习功课。
即便如此，他们心中仍十分怀念三尺讲

台。很多退休教师期待着把支教作为人
生事业的新起点，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
多姿多彩。此外，
还有不少城里的退休教
师退休后想到农村居住养老，
同时发挥余
热、
服务乡里。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到乡村
学校任教，既能满足他们到农村去的愿
望，
又能让他们在农村教育中发挥重要作
用。这对于提高农村教育教学质量大有
裨益。
可见，招募优秀退休教师到乡村任
教，
既能发挥退休教师余热，
又可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他们的心愿，还可补充乡村
教师队伍，
可谓一举多得。对此，
各地不
妨大胆探索，给予退休教师必要的生活
补贴、工作费用及健康保险，
并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支教时间，让退休教师开心地
投入这份工作。
（作者地址：安徽合肥市潜山北路
496 号）

据报道，120 急救车空跑现象在大中城市普遍存在，成为
120 急救指挥中心或医院的一大头疼事。造成 120 急救车空
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有些患者家属在急救车赶到现场后
主动退车；二是有些急救车赶到现场既不见患者又联系不到
报警人，无法确定原因；三是有些重复报警、错误报警甚至恶
意报警。
120 急救指挥中心网络系统、急救车和急救人员是医疗
卫生系统救死扶伤为人民的重要资源。120 急救车空跑率居
高不下，
严重影响了急救车辆和急救人员的工作效率，
延误了
对一些危重患者的紧急救治，
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既损害了医院的声誉，
又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要自觉珍惜保护、合理利用这个资源，
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广大患者及其家属在向
120 急救指挥中心报警时，应准确表述所在地具体位置；准确
表述患者发病的大概症状，以便急救人员对患者病情有初步
了解和急救准备；准确告知联系电话，除告知患者家里座机
外，还应告知报警人的手机号，在等待 120 急救车时，要确保
联系畅通，
避免无人接听或占线。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重复报警、错误报警，更不能恶意
报警，以免扰乱急救指挥中心的调度，延误对危重患者的紧
急救治。
（作者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渭滨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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