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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推出“山长讲坛”，打造中国教育智慧分享、传播平台

打造中国教育的TED演讲平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宏太白宏太

几年前，在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些乡村
小学，生活条件艰苦，职称难解决、待遇偏
低、职业发展前景不足等现实问题，曾使不
少在乡村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流向城区学
校，乡村教育一度出现青黄不接的态势。

“正是目睹乡村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
我们开始采取创新举措，对乡村教师实施

‘精准’支持。”汉寿县教育局局长雷常
元说。

近几年，汉寿乡村教育的快速发展，最
大的一条经验是关心乡村教师的生活需求
和职业成长，用配套的激励机制、优惠的政
策倾斜、共享的优质资源、创新的评价制
度，找回了乡村教师的尊严和幸福，形成了
区域内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
良好氛围。

特殊配套让教师下得去

以前教师们不愿下到乡村去，原因是
没有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汉寿县把解决
这个问题视为发展乡村教育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在落实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的基
础上，不断制定和实施特殊配套政策，完善
激励机制，形成了教师下得去的局面。

加大乡村教师提质增量力度。3 年
来，汉寿新聘教师500余人，引进教育专业
人才 20 人；实施全员培训、教育技术能力
培训、“名师工程”等，培养省级学科带头人
2人，市级学科带头人20名，市县骨干教师
320 名。实施“补血计划”，新招聘教师和
免费师范生重点补充农村学校。全县
2015 年公开招聘 122 名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其中 60 余人充实到全县 36 所村小(教
学点)。同时通过对口支援、送教下乡等方
式，提升乡村教师业务能力。

改 善 乡 村 学 校 办 学 条 件 。 汉 寿 县
2014 年起实施改造乡村薄弱学校为主的

“教育三年攻坚计划”，3年投入资金2亿多
元，实施乡村薄弱学校改造、中小学教师安
居房建设、教育数字化建设等“七大工
程”。其中投资2747.73万元，改善了62所
村级小学和教学点办学条件;投入 3000万
元，使县内所有乡村学校实现“宽带网络校
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教师“网络学习
空间人人通”；投入 554.74万元，为全县 44
所乡村寄宿制学校添置学生床位5462个、
学生就餐位31095个、热水设备44套，实现
学生有餐桌吃饭、有热水洗澡、一人有一床
睡觉的“三有”目标。3年攻坚使10万乡村
师生受益。

在缸儿口村小笔者看到，新建成的教
学楼宽敞明亮，整洁的水泥操场上孩子们
正在进行课间活动。在新兴乡中学，投资
275万元、共36套教师公租房已经落成。

正如汉寿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朱进友
在村小调研时所言：“要用发展的眼光，站

在群众的角度办教育，不仅把村小办成村
里的学校，更要办成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
让前来教书的教师感到幸福快乐。”

政策倾斜让教师留得住

专职教师的足额配备补充了师资“短
板”，乡村教师待遇提升更让教师下得去、
留得住。

“农村学校环境好，有敞亮的教师宿
舍，职称评定优先，每月还有乡村工作津
贴，到省市培训学习机会也多，没必要往城
里学校钻。”夏冬明是太子庙镇中学的优秀
教师，已在这所学校工作近 10 年，谈及为
什么不申请进城时，她微笑着这样说道。

在雷常元看来，向偏远学校倾斜优惠
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是留住人心的关
键之举。

“现在，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2000
元绩效津贴、300 元乡镇事业单位人员特
殊补贴，每人每年 2000 元年终奖，再加上
每人每月26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一年下
来两人总收入有 12 万多元。今年我们在
集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决心在农村扎根。”
谈起幸福生活，同为乡村教师的潘艳妮夫

妇激动地说。
睡不好、吃不香，教师怎能安心教书？

近 3 年来，汉寿实施乡村中小学教师安居
工程，计划建设教师公租房 1286 套，总建
筑面积约6.3万平米，总投资7253.53万元，
现已建成 894 套，改善了乡村教师居住
条件。

笔者走进一户教师家庭，这套公租房
面积大约60平米，里面配有卫生间、厨房，
还有客厅和 2 间卧室。房间虽然不大，但
舒适够用，保证了乡村教师的体面生活。

除了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汉寿教师的
绩效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
金等福利待遇也由县财政全额发放到位。
同时落实乡镇事业单位补贴，设立村小特
殊岗位津贴和交通补助，并在评先晋职、提
高学习等方面优先考虑。汉寿县还设立温
暖工程，建立困难教职工档案，对因病因灾
致贫的乡村教师进行精准扶助。一系列优
惠政策的支持，稳定了乡村教师队伍，使一
大批优秀中青年教师愿意在乡村任教。

资源共享让教师教得好

“培训让我受益良多，教学中的一个个

困惑，逐步得到解决。‘国培’成为我今生幸
福的记忆。”这是太子庙镇中心小学教师李
霞参加省中小学音乐教师“国培”后的
感触。

与多数中西部地区一样，汉寿乡村教
师队伍教研水平参差不齐，为此该县采用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邀请
教育专家来县讲学，同时每年选派骨干教
师外出参加教育部、湖南省组织的研修培
训，创建名师工作室，定期组织专家深入乡
村学校传经送宝，提升乡村教师教研水平。

2015年，在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
一名师”评选中，汉寿县各乡村学校结合自
身实际，利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参与晒课活动，共晒课 3499 节，切实提高
了乡村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水平。教师李
霞执教的一年级音乐课《买菜》被评为部级
优课，全县 4节部优课来自乡村学校。

村小师生数量少，很难单独组织学生
活动，为此，县教育局要求他们积极参与片
区学校组织的学生广播操比赛、校园艺术
节等各类活动。各村小也因地制宜，结合
本地传统，利用乡镇少年宫资源，开设了舞
蹈、文学、书画、器乐等校本特色课程。

“优秀的校本课程让学校‘站起来’、教
师‘动起来’、学生‘活起来’，给校园注入了
活力。”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说。

目前，汉寿正着手实施以南岳路实验
学校为主校，株木山中心小学、龙阳围堤湖
学校、东岳庙白竹村小等为分校的“1+N”
网络联校，将网络主校的课堂教学、教研及
教学资源以网络共享方式推送到乡村小学
或教学点，实现课堂教学同步实施、教师同
步研修、教学资源同步共享，使开不齐课、
上不好课的乡村学校与拥有丰富教育资源
的城区学校同上一堂课，最大限度地解决
乡村偏远学校资源短缺问题，让乡村学校
师生共享教育信息化成果。

创新评价让教师有奔头

早在2013年，汉寿就启动了学校发展
性评价工作，将发展性评价指标纳入学校
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由过去的终结性评价
改为过程性评价，关注学校自身发展，“让

每一所学校都进步”。
2015 年，县教育局创新评价机制，出

台多项考评新规，对学校实施分类评价、
骨干分线考核和教育“四风”评价等。评
价制度的方向性改变，让乡村学校看到希
望，在评价制度推动下，城乡学校差距逐
年缩小。

2016 年 4 月的汉寿教育工作会上，获
得“县十佳校长”“县十佳师德标兵”“县十
佳班主任”“县十佳教学能手”“最美乡村教
师”等各种荣誉的教师中，乡村教师占
80%。他们分别获得 2000 元至 5000 元不
等的奖金。获得“最美乡村教师”称号的潘
艳妮喜极而泣地说道：“扎根乡村教学十几
年，能得到如此高的荣誉，我很满足。”

在2016年度“汉寿名师”评选活动中，
全县大街小巷、城镇乡村的群众都在为自
己心目中的“名师”加油点赞。“汉寿名师”
由县教育局、县教育基金会组织评选，经过
个人申报、学校推荐、评委会考察、听课、审
核、评定及网上公示等严格程序，最终当选
的10位“名师”在教师节进行表彰，每人获
得 1 万元奖励，他们的事迹还在报纸、电
视、网络上进行宣传展示。

汉寿教育基金会负责人介绍，自 2010
年启动教师系列评选表彰活动以来，通过
媒体集中宣传，挖掘了乡村教师典型，提升
了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激发了乡村教师
的工作激情，全县关爱乡村教师蔚然成风。

如今，汉寿乡村教师迅速成长：毓德铺
永固教学点教师王小兰获评湖南省“最美
乡村教师”；丰家铺乡芭蕉小学教师周雪炭
获评湖南“运达”优秀乡村教师；汉寿一中
特级教师马云获得常德市首届“翦伯赞教
育突出贡献奖”；10 多名乡村教师被评为
省市优秀教师。

笔者采访中与老乡聊天，一名家长说，
以前农村学生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省吃俭
用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现在看到乡村教
育质量越来越好，更多年轻教师来到乡村
学校，都愿意把孩子放在身边念书。

显然，当乡村教师奉献中有快乐、体面
和尊严，享受到职业幸福，乡村教师“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自然水到渠成，乡村教
育的复兴也不再是梦想。

6 月下旬的广州，骄阳似火，在有着
129年办学历史的岭南名校广东广雅中学
校园里，一次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以“启
迪教育智慧，分享教育之道”为宗旨的教
育论坛——“山长讲坛”第一季首场演讲
拉开序幕。

“山长是对古代书院讲学者的称谓，相
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
长、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会长、广州中
学首任校长吴颖民是这次活动的核心发起
策划人之一，也是首场演讲嘉宾之一。他
首先开宗明义，介绍“山长讲坛”的由来：

“古代的山长与现代的校长有许多共同的
职能，但从角色、职能、心理特征方面又有
许多不同，希望大家关注到这个差异，能从
古代山长那里汲取智慧。”

创设“山长讲坛”，源于广东省新一轮
“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等高端教育家、名
校长、名教师培养项目的触发，面对当前京
派、海派、浙派、苏派教育名家的群体崛起，
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携手华南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希望推出更高
水平、更有影响力的讲坛，让广东校长可以
更广泛地传播、分享教育思想和学术风采。

“山长讲坛”的另一位核心发起策划
人、华南师大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
王红介绍说，“山长讲坛”的原型是华南师

大高端培训活动中的“人人论坛”。她主
张，参加培训的专家、校长和名师都要定期

“晒一晒”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所有培训
参与者一起谈问题、提建议。而“山长讲
坛”则是“人人论坛”的升级版，要求更高。

“我们将致力于打造中国教育智慧分
享、传播的平台。”吴颖民说。为此，由广
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和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首场活动，演讲嘉宾都
经过精挑细选，除吴颖民外，还有广东广
雅中学校长叶丽琳、深圳厚德书院校长何
道明、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和
资深建筑媒体人关鸣。当日的活动，不仅
吸引了 300 多位教育官员、校长和各界人
士出席，而且还有 3000 多人通过网络直
播平台同步观看。

简要说明“山长讲坛”的由来和初衷
后，吴颖民开始了题为《校长应当成为师生
的精神领袖》的演讲。他娓娓道来说起“山
长”的前世今生，分析了古代“山长”的人格
特征和管理职能，进而与现代的校长进行
比较。由此他提出，当下校长忙得更多的
是管理事务而非学术研究，其角色定位削
弱了学术影响。他认为，校长应该用学术
的沉思抵御世俗的喧嚣，在真善美境界中
求得宁静，在精神层面引领师生发展，通过
凝练、传播和践行三个层面，逐步清晰自己

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形成独特的办学
主张，真正成为师生的精神领袖。

“山长讲坛”的一大特点，就是借鉴国
际上TED演讲的惯例，每位嘉宾的演讲时
间被严格限定在 18 分钟内。“目的是让最
精彩的思想内容在限定时间内精练表达出
来，既让现场嘉宾的演讲文质兼美，又让观
众保持精神集中，专注享受高水平的思想
盛宴。”本场活动主持人、广东省中小学校
长联合会秘书长、华南师大基础教育培训
与研究院院长助理姚轶懿说。

在这一创新形式的激发下，接下来的
每一位演讲者都十分守时，沿袭了简洁明
快的演讲风格，同时各有特色、妙语连珠。

有着中国名字的何道明，其实是一
位“洋校长”，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教育
通”。他曾在中国的公办学校任副校长
多年，参与中国高考改革、推广新教材、
落实新课标。基于对中国教育长期的了
解，他态度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课程标
准没有问题、国家教材没有问题、中高考
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没有给
孩子选择和规划自己学习的机会。”他认
为，一些教育工作者犯了一个错误，只想
着怎么“方便自己”而不是“方便学生”，
而教育者的责任正是超越考试，实现真
正的育人。

来自武汉的张基广是教育部“校长
国培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的学
员，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许多老字号
都是凭借“老规矩”不断发展，而当前的
学校教育恰恰是丢失了许多“老规矩”。
比如，学校为了美化校园，用水泥、沥青、
塑胶使孩子远离“泥土”。在武昌实验小
学，教师创造各种条件，让孩子们爬树爬
墙、玩泥玩沙，与“泥土”亲密接触。推而
广之，张基广呼吁教育要把“野性”捡回
来，不要因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把学生
管得过严；要把“戒尺”捡回来，主张合理
的惩戒，质疑粗浅泛滥的表扬和奖励；最
终，教育要把“丢掉的东西捡回来”。

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叶丽琳是广
雅中学办学历史上的首任女校长，她用

“文化濡染人心”的主题，带听众回顾精彩
的“广雅文化之旅”。她认为，能让学生产
生动力的不是成绩、不是楼宇，也不是知
识技能，而是濡染人心的文化基因。学校
除了良好的精神环境、向上的价值导向，
还应有温情和智慧，教育应是有温度的。
叶丽琳说，所谓文化养气，是养浩然之气、
宁静之气、豁达之气；所谓文化养心，是让
孩子的心柔软起来，体现教育之温情。

而“山长讲坛”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提
倡全民参与，每次的演讲者中既有校长、教

育名家，也有各行各业的名家，包括企业
家、政治家、艺术家、媒体人，从不同的角度
谈教育。正如吴颖民所言，“要让培养出的
学生开阔的视野，首先要从校长做起，校长
也要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

秉持这一宗旨，“山长讲坛”首期活动
邀请了建筑媒体行业资深人士关鸣，他用
丰富的图片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创业
过程，讲述如何全身心地“热爱”和十年如
一日般地“坚持”，以此启发听众，应该让孩
子们“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培养热
爱生活、奉献的心和对信念的坚守。

短短半日的“山长讲坛”，5 位嘉宾的
演讲，不时被热烈的掌声、会心的笑声打
断，因为限定时间，全场听众都感觉意犹未
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据主办方介绍，由广东省中小学校
长联合会主办、华南师大基础教育培训
与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山长讲坛”，
2017 年第一季活动共设 7 场，每月一次，
每次将邀请 4 至 6 位校长和社会各界人
士演讲，希望借助 TED 传播平台，把广
东校长乃至中国校长的声音传向世界。
可以期待，这种极具创新性的交流机制，
在分享和传播教育智慧、提升公众教育
素养的同时，也给所有热爱教育、关注教
育的人带来一场场精神大餐。

专项追踪

精准施策让乡村教师乐享幸福

湖南汉寿通过“精准”支持，让乡村教师在奉献中有快乐、体面和尊严，享受到职业幸福，乡村教师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水到渠成，乡村教育复兴也不再是梦想。

□□通讯员通讯员 高红广高红广 童三元童三元

青年乡村教师覃宇华在辅导学生学习青年乡村教师覃宇华在辅导学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