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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活职教棋 彝乡摘“穷帽”

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群体负担更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问题一直是
教育领域被长期关注的话题。 长
期以来， 国家在政策层面和实践
层面都在努力减轻学生的课业负
担， 仅在过去的一年中， 教育部
就曾在多份重要文件中论及学生
的课业负担问题， 要求监督、 评
估和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学习
压力。 那么， 当前学生的课业负
担情况如何？ 存在什么样的特
点？ 课题组以课业的多寡、 难易
和劳累程度为切入点， 对当前我
国初中学生的课业负担状况进行
了探究。

（一） 课业负担多寡： 学习
时间总体合理， 部分学生学习时
间过长

学生课业负担多寡程度， 最
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学生学习
时间的长短。 在现行教育管理体
制下， 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是相
对固定的， 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并
不能全面反映出学生课业负担多
寡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特征。 而家
庭作业时间作为一个相对个体化
的时间安排，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学生的课业负担多寡问
题。 事实上， 学生家庭作业时间
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政策对学生课
业负担进行调控的重要内容。
2008年教育部关于 《中小学学
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 的通知
规定： 学校要统筹学生的家庭作
业时间， 初中各年级不超过90
分钟。 然而， 现实的情况是怎样
呢？ 我们调查发现， 初中学生的
日均家庭作业时间为77.57分钟，
多数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保持在
教育部的规定时间之内。 但依然
有40.71%的初中学生家庭作业
时间超出规定， 并且表现出从低
年级到高年级， 家庭作业时间逐
渐增长的趋势， 初一到初三学生
的日均家庭作业时间分别为
69.72、 78.70、 84.41分钟， 超出
规定的比例也逐渐增大， 分别为
35.76%、 40.92%、 45.55% （见
表3）。

（二） 课业负担轻重： 课业
难度偏大， 课业劳累程度总体趋

中， 部分学生课业负担偏重
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

承受能力的不同， 对同一课业任务
不同学生的课业负担感知不同。 课
业负担的轻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
述， 一是课业难度感知， 二是完成
课业任务的劳累程度。 课题组通过
让学生自己对所学各门课程的难度
感知， 以及对完成课业任务后的劳
累程度进行五级评定的描述， 获得
了学生课业负担轻重的一手数据。
调查显示， 中小学生的课业难度偏
大， 劳累程度总体趋中， 部分学生
课业负担偏重。 在课业难度的感知
方面， 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65， 高
于中值， 有60.20%的学生感到所
学课程难 （比较难与非常难之和），
也即是说， 初中学生认为课程难度
较大的现象较为普遍。 在完成课业
的劳累程度方面， 学生的平均得分
为3.11， 虽然也是中值， 但总体低
于课业难度感知， 在完成课业后感
到累的学生占总体学生的三分之一
多一点 （36.27%）。 等级相关分析
显示， 学生对课业难度的感知与其
对课业劳累程度的感知是显著相关
的 （r=0.118） （见表4）。

（三） 课业负担结构： 高年级
学生和学困生课业负担更重

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不同的年
级、 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 以及不
同学习水平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
异， 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课题
组调查发现，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逐渐增
多， 课业难度感受以及课业劳累程
度逐渐加重； 从村屯到乡镇、 县城
和城市， 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
逐渐增多， 劳累程度逐渐加深， 但
在课业的难易程度方面， 乡镇学校
学生的难度感受高于其他地域； 从
学困生到中等生、 学优生， 学生完
成课业的时间逐渐增多， 在课业难
度和劳累程度维度上负担逐渐减轻
（见表5）。 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中
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偏重， 这一点在
农村学生、 高年级学生和学困生群
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作者单位为东北师范大学农
村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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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
以来， 党和国家
对农村教育给予
了持续的重视。
在中央政策和资
源的持续倾斜支
持下， 农村教育
获 得 了 长 足 发
展。 农村地区基
本完成了义务教
育的全面普及，
绝大多数农村地
区的教育处于由
数量普及到质量
提 升 的 转 型 阶
段。

随着农村教
育的发展， 农村
人口对教育产生
了新的更高层次
的需求。 人民群
众需要充足的高
质 量 的 教 育 服
务， 即教育的充
分性； 人民群众
关注教育服务在
不同群体之间分
配的公平， 即教
育的公平性。 从
充分与公平的角
度看， 农村教育
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从教育要
素的充分性看，
这涉及教育要素
的数量能否满足
教育发展需求和
质量的提升程度
能否满足人们的
教育期望； 从教
育要素的公平性
看， 这涉及教育
要素在不同群体
间的分布。 在前
期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本报告重点
关注农村师资、
学生负担、 校车
配置与运转以及
寄宿制学校建设
等方面在数量、
质量上的分布及
变化情况。

编者按：
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发展）

报告资助项目的支持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通过
对全国10省20市 （县） 的深入走访和调查，
重点关注农村教育师资配置、 学生负担、
农村学校校车配置及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方
面问题， 完成了 《农村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12》。 本报现予编发， 敬请读者关注。

农村教师“中年塌陷”现象较为严重

教师在学校教育以及教育变
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教
师不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校
教育质量的提升产生关键影响，
同时也是教育变革或改进的核心
影响因素。 要衡量农村教育的发
展水平和潜力， 就必然要对农村
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状况进行
必要的了解。

（一） 师资数量： 师生比逐
年增大， 农村学校教师紧缺难题
有效缓解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两基”
目标的全面实现， 农村教育也进
入了由量的普及到质的提升的战
略转型阶段。 在此过程中， 农村
教育的师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 从数量的增减角度来看 ，
2001年到2010年， 农村中小学
教师绝对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
10年间小学和初中教师分别减
少了15.89%和18.09%， 年均减
少 1.59% 和 1.81% ，2011 年 至
2012年，乡村小学和初中教师的
下降幅度分别达6.09%和8.76%，
从绝对数量看， 农村中小学教师
在基数上总体呈下降态势。然而，
农村师资是否充足需要基于学生
数量（师生比）和班级数量（师班
比） 进行判断。 从师生比的角度
看， 近年来农村地区的师生比总
体呈上升趋势，农村（乡村）小学
和初中学校的生师比从2001年
的1∶22.7和1∶20.1， 分别上升
到2012年的1∶16.9和1∶12.5，
也就是说， 新世纪以来， 农村小
学和初中生均师资更加充足 。
从班师比的角度看， 2001年至
2010年， 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班
师比分别从1∶1.37和1∶2.81增
大到1∶1.85和1∶3.66， 小学和
初中班均拥有教师数量分别增多
了0.48人和0.85人 （见表1）。 从
上面的分析可以推知， 农村学校
的师资数量难题得到了有效缓
解。

（二） 师资质量： 总体质量
提升明显， 但城乡教师质量均衡
仍显不足

在农村学校师资数量需求得
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 师资质量
问题更加凸显。 衡量师资的质量
状况， 我们一般会从教师的专业
积淀、 职称晋升两个方面来进行
考量。 因此， 我们选取了教师的
学历和职称情况来对当前农村教
师的质量状况进行考量。 在学历
方面， 我们对当前我国城乡中小
学教师的最高学历情况进行了比
较分析， 并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
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进行了对
比。 分析发现， 农村中小学教师
的学历有了显著提升， 这种提升
表现在农村教师个体学历提升和

农村教师群体学历整体提升两个方
面。 在学历的自我提升方面， 以本
科学历为例， 乡镇和村屯学校教师
的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比例分别为
15.66%和9.01%， 而目前的最高学
历为本科的比例则分别为61.34%
和64.81%， 提升幅度非常明显 。
从整体来看， 乡镇和村屯学校教师
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61.83%和 66.14% ， 而 2001年我
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为本科及以
上的比例为12.56%， 提升幅度达
50个百分点左右。 但从城乡比较
的角度看， 农村教师的学历水平
较城市学校还有一定差距， 城市学
校教师学历为本科的比例高达
78.30%， 较农村学校教师高出10
多个百分点。 单从学历比较来看，
城 乡 教 师 的 差 异 十 分 显 著
（F=101.462,� p＜0.001）。

从城乡对比的角度看， 中小学
教师职称存在较大差距。 中学职称
方面， 从城市到县城， 再到乡镇，
“中教高级” 教师所占比较不断减
少， 城市初中“中教高级” 教师所
占比例为 18.77% ， 县城初中为
16.98%， 少了1.79个百分点， 而乡
镇初中则只有10.77%， 比城市和
县城分别少了8个和6.21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到全国县城和乡镇初中教
师的庞大基数， 这一差距是非常巨
大的。 从小学职称上看， 县城小学
“小教高级” 所占比例最大， 达
55.94%， 分别高出城市和乡镇小
学7.56个和8.56个百分点。 村屯小
学最少， 只有41.57%， 比占比最
大的县城小学少了14.37个百分点。
乡镇初中和村屯小学成为职称短
板。 另一方面， 隐藏在高级职称所
占比例差异明显的职称构成背后
的， 是城乡教师在职称晋升时间上
的差别， 调查发现， 城市、 县城和
乡镇初中学校教师获得中教高级职
称时的年龄分别为38.97岁、 39.02
岁和40.86岁， 城市、 县城、 乡镇
和村屯小学教师获得小教高级职称
时的年龄分别为 32.98岁 、 32.24
岁、 35.71岁和37.41岁。 城乡教师
的职称晋升时间总体呈递增趋势，
村屯学校教师花费的时间最多， 尽
管在村屯学校有一定比例的高级职
称教师， 但这部分教师的年龄普遍
偏大。

（三） 年龄性别： 农村学校师
资结构逐步改善， 但城乡教师结构
分布有待调整

年龄方面， 农村教师“年轻
化” 与“老龄化” 现象并存， 而
“中年塌陷” 现象较为严重。 调查
显示， 城市教师群体的年龄结构呈
现出中间年龄人数占比例最大的
“单峰” 分布， 县城教师在41—45
岁年龄组比城市略少， 但分布形态
在总体上中间年龄教师人数占比例

表1� 2001—2012年农村学校师资配置变化情况

*� 数据来源于2001-2012年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由于年鉴在统
计口径上的变化， 2001-2010年数据采用“农村” 这一统计口径，
2011和2012年数据采用“乡村” 这一口径， 这两年数据与之前相比
的异常波动由此引起。

表2� 城乡教师的性别结构分布

表3� 中小学生家庭作业时间的年级差异比较分析

*� 依据2008年教育部关于 《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 的
通知规定， 超出比例为家庭作业时间超出90分钟的初中学生所占比
例。
**� 在0.01水平上 （双侧检验） 显著相关。

表4� 初中学生的课业难度/劳累程度感知

**� 在0.01水平上 （双侧检验） 显著相关。

表5�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三个指标与各维度的等级相关关系

注： ○表示弱相关； ↑表示增大； ↓表示减少。

更大。 而农村教师则出现了明显
的“年轻化” 与“老龄化” 现象
并存的“双峰” 现象。 以村屯教
师为例， 30岁以下教师占比达
34.30%， 呈明显的“年轻化 ”
倾向， 而50岁以上教师占比则
22.75%， “老龄化” 问题突出。

性别方面， 从总体上看， 农
村教师群体基本呈现年轻教师
“女性化” 和老龄教师“男性化”
并存的特征， 在25岁及以下年
龄组中， 男性教师仅占19.94%，

女性教师占八成以上， 而在56—
60岁年龄段， 男性教师所占比例
猛增至96.25%， 女性教师所占比
例不足4%， 并且， 从低年龄段到
高年龄段， 男性教师所占比例每个
年龄段 （5年） 的平均增长率为
10.9个百分点。 另外， 在农村学校
尤其是村屯学校中， 男性教师占绝
对统治地位， 各年龄段的平均占比
为82.39%， 即使在乡镇初中， 男
性教师所占比例平均也达到了
59.61% （见表2）。

荩荩荩课业负担

荩荩荩师资状况

■秦玉友 赵忠平 ●师生比逐年增大， 农村学校
教师紧缺难题有效缓解

●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有了
显著提升，城乡教师的学历差异较大

●农村教师“年轻化” 与“老
龄化” 现象并存， “中年塌陷” 现
象较为严重

课业负担师资状况

●学习时间总体合理， 部分学
生学习时间过长

●课业难度偏大， 课业劳累程
度总体趋中， 部分学生的课业负担
偏重

●农村学生、 高年级学生和学
困生课业负担更重

（上接第一版）
按照整合方案， 楚雄技师学院重

点办好加工制造类专业， 停办护理、计
算机等专业；楚雄民族中专重点办好财
经、计算机、学前教育、服装加工等专
业，停办机电、汽车类专业；楚雄州工业
学校重点办好汽车运输、建筑类和水电
类专业，停办计算机、财经、市场营销等
专业； 楚雄农业学校重点办好农林、畜
牧和医药卫生类专业……

“整合之初， 所有学校都遇到阻
力， 很多学校舍不得把办了多年的专
业让出去。”刁晋光说。比如护理专业，
当初园区内4所职校都在办。 楚雄技
师学院当时的护理专业办得很好，招
生、就业都不愁，很舍不得让给州农业
学校。 但为了园区的长远发展， 几所
院校的护理专业全部停办， 整合资源
后交给了农业学校来办。

“这样做，能让农业学校把护理专

业做强、做大、做出品牌。 ”楚雄技师
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孟培后来表示很理
解。 通过耐心做工作，最终5所学校都
接受了专业整合方案。

专业整合3年后的今天，5所学校
纷纷表示，当初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以楚雄州工业学校为例， 汽车运输和
建筑类专业2010年只有三四百人，但
如今这两类专业在校生已达1500人；
以前汽车类专业设备总价值只有不到
50万元， 而现在达到了2000多万元；
现在所招的师资也全部都是汽车和建
筑类专业教师， 不需要负担其他专业
的教师。“确实达到了扩大资源、提升
水平的目的。 ”刁晋光说。

全州职教同下“一盘棋”———
州县中职校联合办学
在楚雄州职教园区的5所学校

中，都有一群来自10所县级职业高中

的学生就读。 楚雄技师学院2012级焊接
加工专业学生施金帅就是其中的一位。

“焊接加工这门技术， 现在学的人
少，掌握了这门技术，在我们老家那边就
业很吃香。 ”施金帅告诉记者，2011年，
得知离家很近的双柏职中与楚雄技师学
院联合开设焊接加工班，他果断报了名。

在双柏职中学了一年的基础知识
后，施金帅于2012年进入楚雄技师学院
学习焊接加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双柏职中那边也有焊接加工车间
和实训设备，但都很陈旧，而且数量少得
可怜，一般12个人共用一台焊机，材料
也很少， 焊条、 帽子、 手套等都得自己
买。 ”施金帅说，在楚雄技师学院这边，4
个人用一台焊机，而且设备是最先进的，
材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全免费，老师的技
术水平也非常精湛，“在这里学技术，肯
定能学得精”。

施金帅读的这种“1+2”的专业学习

班只是楚雄州属职校和县属职校联合办
学的一种模式。楚雄州教育局局长、州职
教园区党委书记李能介绍说， 为了充分
发挥职教园区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楚雄州统筹实施州县中职学校联合办
学，建立园区和县市职中联合办学机制，
各县市职中与园区各学校按“1+2”、

“0.5+2.5”、“1+3”等模式开展。
全州中职学校实行统筹招生， 文化

等基础课程由县市负责， 部分县市职中
除保留特色骨干专业外， 其余专业和州
职教园区联办，10所县级职业高中的学
生在本校读完半年或一年后， 转到职教
园区就读。

通过深化州县合作， 楚雄州职业教
育一体化加速发展，实现了全州职教“一
盘棋”。“这一模式不仅有利于园区学校
和县级职业高中招生数量的稳定， 还有
利于全州职业教育的学生用上最好的实
训设备，学到最棒的专业技能。”李能说。

发展现代民族职业教育——
民族特色融进专业教学
楚雄州常住有26个少数民族，彝族

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25%， 发展现代民
族职业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8岁的黑永琼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彝
族姑娘， 从小就跟着奶奶学彝族手工刺
绣，读职高以前，便会多种花样的彝绣。

“我的梦想就是有自己的一家小店，
制作出实用、时尚、受大家欢迎的现代彝
绣作品。 ”黑永琼说，她的舅舅是楚雄民
族中专服装设计与制作工艺专业毕业
的，现在已经在州里开了好几家分店，专
门制作售卖彝绣作品。

在舅舅的推荐下， 黑永琼2012年
考入楚雄民族中专学服装设计与制作工
艺专业， 如愿学习专业的服装设计制作
知识。

“以前，跟着奶奶学刺绣，虽然学会
了不少花样，但大都只是简单的图案，形
不成完整的作品。来到民族中专后，学到
了更规范的操作方式， 知道用点线面结
合的现代方式设计创作， 现在我已经能

独立设计并完成一幅完整的彝绣作品
了。 ”黑永琼高兴地对记者说。

黑永琼的专业老师杨思蓉告诉记
者，在平时的授课中，所有教师都会有意
识地融入民族元素， 与学生讨论民族服
饰特点， 指导学生设计制作民族服装，

“即使用现代设备，我们也很注重启迪学
生将民族特色融入进来”。

楚雄民族中专校长钱文卿说， 在平
时的体育盛会、各种竞赛和活动中，学校
都会把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融入进来，
以使学生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

“现在，我们的毕业生就业率每年都
在96%以上，一些学生还被毛里求斯、日
本、新加坡的企业聘请，每月基本工资至
少9000元人民币， 自主创业的也不少，
楚雄州著名景点———‘彝人古镇’上好多
有民族特色的店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开
的。 ”钱文卿说。

如今， 楚雄州职教园区内的其他学
校在办学中也纷纷在课程和教学中融入
民族文化， 在校园活动中突出民族传统
等， 使整个职教园区成了传承民族技
艺、 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