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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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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文献调查法和个别案例分析法以云南省为切入点，针对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失问题，从国家、社

会、学校和老师四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分析得出原因在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自身落后、社

会风气不利农村教师发展；学校对教师管理与设施不足；教师工作压力与发展需要。并结合云南省政策安排得到解决

方案在于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社会支持农村教师风气的培养、学校对教学设施的完善以及教师自身的理解与支持。

以期对中西部农村教育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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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and the individual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Yunnan Province as

the entry point,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os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proposes solutions from four aspects: the state, society, schools and teachers. The reason for the analysis

i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is not balanced; the rural areas are backward and the social atmosphere is un-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eachers; the school has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and facilities for teachers; the teachers'

work pressure and development needs. The solution to the policy arrangement in Yunnan Province is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the support of social support for rural teachers,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faciliti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eachers themselves. Hope to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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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办好教育工作

的主力军。肖存娟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

工程，[1]要建设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相对稳定”

的教师队伍。然而受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中西部农村地区

教师流失日益严峻，以云南省为例（表 1）：

表 1 云南省临沧市 05-10 年教师流动情况

中西部农村人口密集，到 2017 年我国农村人口达五亿七

千多万，占总人口比重 42%。近半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一半左

右的学龄儿童也在农村。只有农村教育得到发展，教育质量才

能整体上升。

1 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失问题的原因

1.1 国家层面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收入差距扩大（表 2）。

表 2 农村居民按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农村教师质量与数量长期偏

低：东西部中小学教师学历总体平均相差 30%，06?年全国小学

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农村仅占 47.49％；全国初中本科以上学历

教师农村仅占 24.34％。农村教师整体存在年龄偏大、知识结

构老化、知识面窄的问题。[2]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教师收入福利和津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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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足城镇，发展机会也少。工作生活条件困难，老教师不断

退休，新教师不愿到农村任教，难以引进人才，更难以留住人才。

1.2 社会层面

（1）农村教师地位较低。朱成科指出社会鄙视链价值心态

固化为在中西部农村任教是人生追求不努力的表现，认为农村

人就是低素质。态度影响选择与追求，间接造成农村教师补给

困难，在职教师隐性流失。[3]胡乡峰、于海波在《我国农村教师

补充现实困境与破解思路》中说：农村教师对外评价不高，多数

人认为农村教师多能力不强。[4]农村地区部分人素质及思想境

界有一定局限，导致在农村歧视打骂教师时有发生。

（2）农村本身落后性。中西部农村交通闭塞、信息来往不

便、生活条件不足。一方面教师不愿长久执教；另一方面担心

子女教育水平，更愿到城市发展。马莉莉指出：教师相对其他

职业人员更重视子女教育问题。城市中小学招聘农村优秀教

师会许诺解决其子女上学问题。这种条件下优秀农村教师会

选择到城市发展。[5]

1.3 学校层面

（1）学校基础设施不如城市。中西部农村一百多人挤一间

教室情况屡见不鲜。较之城镇教学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水平

落后。以小学为例（见表 3）。

（2）学校管理制度不完善。教师激励制度不足，对优秀教

师鼓励欠缺，对好逸恶劳打击不足。学校用人制度不公开、不

透明。学校选人制度上“暗箱操作”现象较多，优秀教师得不到

应有重视与发展逐渐对学校失去信任。

（3）对教师工作认识不足。赵卓文指出农村中小学由于教

师短缺，课时数普遍多于城市，班级人数也多，很多教师感到力

不从心。[6]面对高强度工作压力和繁重工作任务却无法得到相

应回报。

1.4 教师自身层面

（1）农村教师工作压力大。李孝川在《以云南省寻甸县六

哨乡为个案的贫困民族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压力调查研究》中

指出：中小学教师面临更多压力，尤其广大贫困农村地区。[7]农

村教师工作强度、压力大；大量农村人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增

多，教师工作开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及所受限制增加。

（2）教师师德师风不复从前。部分农村教师对职业认同感

不足；对师德师风理解落实尚不到位。

（3）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表明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

重与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其后一种需求就成

为主导需求。农村教师同样需要自我实现，农村工作不能满足

大部分教师这一需求。

2 农村教师流失问题的解决对策

2.1 国家层面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意见指出：

（1）同步规划建设城乡学校，打破城乡办学分割格局，把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2）实施学校

标准化建设。主要包括制定义务教育学校经费保障标准，落实

义务教育学校信息化配备标准等。（3）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

对学校大班额情况逐一排查，摸清底数，考虑城镇化发展、人口

变动、计生政策等因素，编制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确保 2018 年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 年消除 56 人以上

大班额。（4）统筹城乡师资配置。依据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

制标准、学生规模和教学需要，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

方式核定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5）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按照越往基层、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的原则，落实乡村教师

补助，满足教师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欲望与需求。（6）改革

随迁子女就学机制。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纳入城镇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

2.2 社会层面

营造尊重关心支持乡村教师的社会氛围。朱成科、班振指

出在农村教师的待遇差别得到解决的基础上，从社会价值层面

进行引导。师范生培养就要融入正确人生价值理念；社会各界

更要着手营造良好社会价值氛围。[8]

2.3 学校层面

树立优秀教师作为榜样。学校应在每季度或每年评选优

秀教师。被评选老师拥有更多荣誉感的同时给其他老师做出

表率。[9]

开展课余活动，丰富教师课余时间。农村因为其局限性，

课余并无多少活动，导致教师心理健康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学

校要积极组织教师业余生活，缓解教学压力，加强教师联系交

流，给其身心健康以积极影响。[10]

完善教学设施，吸引教师留校。健全教学设施，及时更新

教学理念，完善教学方法，向先进城市学校学习其先进理念。

只有硬件软件两手抓才能吸引教师留校任职。

表 3 2015 年我国小学建学条件在城乡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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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学校教师激励机制，对于激发调动教师积极性有

重要作用。积极性指能动的自觉的心理行为状态，可以发掘体

力和智力带来更好的服务态度、更高的劳动效率、任务的超额

完成等。建立健全教师激励体制可以最大程度提高教师工作

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2.4 教师个人

教师，尤其农村教师应树立扎根农村教育的坚定信念，马

万成在《牢记嘱托，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中就指出在学校育人

工作中，坚持以“十六字”要求为指导，明确育人思路，加强育人

实践。[11]

3 结论

中西部农村发展关键在教育，教育发展关键在老师。本文

根据文献调查法和个别案例分析中西部农村教师流失问题，得

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风气、农村本身的落后性；教学设

施、教师管理的不足以及教师本身的工作压力与发展需要都是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对此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政府政策

的积极推动与监督；社会支持农村教师风气的培养；学校对教

学设施的完善；教师自身的理解与支持。希望能为中西部农村

的教育发展作出积极的探索，促进其发展。

*通讯作者：崔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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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3 页）只能成为空谈，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知识是师范

生教师胜任力的有力支撑。如何建构师范生知识体系是教师

教育人才培养一直以来的重要课题，知识不断更新、日趋多元

化的今天，师范生的知识积累不能盲目循旧，应该打破各类知

识的边界壁垒，（不拘泥于通识知识、学科知识等区分类别的学

习吸收，而是以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为知识中心点，以

实际运用、解决问题为导向，形成交叉渗透、融合贯通又各有侧

重的体系。具体操作中应将课程这一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作为

着力点，优化配置资源，从全局角度进行顶层设计，围绕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三大模块聚拢系列强相关与弱相关课

程，合理定位每门课程的服务目标与预期产出，使师范生在职前

知识积累过程中层次分明、有的放矢，做到兼容并蓄又深耕专精。

3.4精心建构实践培养体系，切实提升师范生综合能力素质

教师胜任力的输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师范生在教育实

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是其教师胜任力的重要外显。除了进行

上文所提到的实践性知识的积累以外，对师范生进行综合实践

能力培养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引入“U-G-S”模式多方联动、协同培养师范生，发挥三

方优势，以“深度融合、各履权责、互利共生、追求卓越”的长效

机制将基础教育前线转化为师范生培养的重要阵地，合力促进

师范生实现从学生向教师身份的发展与蜕变。

二是加强“全过程实践”体系建设，有计划地组织层次渐进

的教育见习、实习等环节，把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穿在师范生

大一至大四的整个职前培养过程中，并用过程性考核的方式要

求其对每一段教育实践进行记录与反思，促进师范生不断更新

整体教育认知，形成个人实践智慧。

三是引导师范生主动建立学习共同体，与同伴共享资源、

切磋研讨、互助提升，使其在团队中汲取丰富教育心得，审视自

身差距，同时锻炼人际交往与团队合作能力，感受与同伴彼此

支持、共同前进的正能量。

四是开展综合素质养成训练，包括健身活动、体态语训练、

“三字一话”练习展示、礼仪修养训练、审美素养提升、压力管理

与情绪调试等。以丰富的方式和多样化的途径打磨师范生的

成长细节，精心雕琢出未来的卓越教师。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已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和

人民对教育事业的新需求使得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迫在眉睫，高师院校必须以师范生的教师胜任力发展作为人才

产出的核心目标，秉持追求卓越的信念重塑培养体系，协力实

现新时代教育强国梦。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基金课题“基于教师资格国考新

常态的高师院校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改革探究”资助（项目编号：

135302WT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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