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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2015年到2019年，
广东省政府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水平大学
建设。”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2015年全省教育工作会
议上，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说。

广东省现有141所高校， 但高水平大学数量偏
少， 无法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2015年到
2019年， 广东省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高水平
大学建设， 对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整体纳入重点建设
高校范围， 对学科特色明显的高校以重点建设项目方
式纳入建设范围， 推动一批高校的综合实力、 区域竞
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跃上一个新台阶， 带动全省高等教
育水平整体提升。

此外， 广东省还将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创新强校
工程”， 突出抓好高校重点学科、 重点人才、 重点平
台、 重大科研项目建设， 加强协同创新。 加大高等教
育公共资源的统筹力度， 尤其是加快整合高职院校省
级教育资源统筹。

今日 焦聚

稳住农村教师队伍到底靠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袁桂林

农村教师的流失， 不仅严重制
约着农村学校教育质量， 甚至直接
威胁到某些农村学校教育存续的大
问题。 各级政府要从政治高度关注
这种现象， 尊重农村教师的人格，
保护农村学校教师到城市学校交流
轮岗的权利， 建立城乡教师公平的
交流轮岗制度， 从根本上解决此类
问题。

一、 给农村教师交流轮岗的平
等机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
定》 站位很高， 整体布局统筹全国
城乡教育资源， 关注了中西部差
距， 关注了城乡差距， 也关注了校
际差距， 提出了“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 2013年7月， 浙江首先开启
了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交流轮岗的尝
试， 接着， 陕西、 福建等省份分别
颁布各自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校长交流工作的指导意见。 从新一
轮各省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到， 交流
轮岗没有排除农村教师， 说明交流
轮岗是双向的。 初步体现了全体教
师全员参与， 城乡之间双向交流轮
岗的基本特征。 双向交流轮岗才能
真正扶持弱势地区学校和弱势教
师， 实现教育公平。

2014年8月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 《关
于推进县 （区）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 要求各
地方政府对在同一所学校教师工作几
年后就要交流轮岗做出时间安排。 但
如果农村学校人员紧缺， 农村教师的
工作无人替代， 其交流轮岗就要延迟
或者取消。 在农村学校、 薄弱学校连
续任教的农村教师接受教育培训的机
会少， 教育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加以
关注和解决。 教师交流轮岗的着眼点
首先应该是农村教师， 使他们能够走
出学校到其他学校工作一段时间， 提

高业务水平， 必然能增强其工作热
情， 边际效益显著， 事半功倍。

长期以来， 一些地方推动城乡学
校的“对口支援”， 是派教师到农村
学校实践一段时间， 把农村学校作为
“训练新手” 的地方， 而且把“名师”
留在城市不参与“对口支援”。 这种
做法实际是强化城市学校教师队伍建
设， 把在农村学校的经历作为提职晋
级的条件， 把农村学校作为附庸和陪
衬。 （下转第二版）

明确权力职责 规定办理时限

河北教育厅网上晒权力清单
本报讯（记者 周洪松） “公众对教育管理方面

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 20个工作日内完成，
政策法规处负责处理。” 日前， 河北省教育厅在网上
晒出权力清单， 实施阳光行政、 高效行政， 并接受社
会监督。

在这份权力清单上记者看到，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设置审核”、“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单位）学生
转学确认”、“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等77项。 每一项权力清单条目上，都详细标示出了
行政权力类别、实施主体、承办机构和实施权力的相关
法律与行政法规依据，并根据项目内容明确了不同的办
理期限。“这样做旨在全面推进全省依法治教、 依法治
校。 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落实权力
清单、责任清单，深化机关作风建设。 ”河北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教育厅厅长刘教民说。●值班主编：张晨 ●值班编辑：唐琪 ●设计：聂磊 ●校对：唐晓华 ●新闻线索征集邮箱：xinwen@edumail.com.cn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发行热线：010-82296886 ●广告热线：010-8229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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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博智

离上课还有5分钟， 宽
敞的阶梯教室早已坐满了学
生，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陈云云走上讲台。 这
是一节寻常的思政课， 不寻
常的是， 这节思政课的“教
材” 是一本食堂的意见留言
簿。

2014年宁波大学食堂
的“管饭爸爸” 张主任和他
那本“有求必应” 的学生意
见簿火了。 现在， 陈云云又
这把火“烧” 到了思政课课
堂， 这本40页的意见簿引
起了学生的热烈讨论———

“回复一条两条不稀奇，
难的是条条有回复， 条条有
落实。”

“小人物， 大故事。 因
为咱们学校‘张主任’ 用小
小的留言簿， 写出了人人都
在向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敬业、 友善、 诚信。”

整整一节课， 陈云云都
插不上嘴。

“既要围绕书本， 又要
脱离课本”， 身边人、 身边
事， 都成了陈云云的思政课
素材。 同样的情况， 也发生
在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
教授陆信礼的思政课课堂
上。 陆信礼的学生、 2013
级英语专业的段嘉懿感觉到
了变化： “以前思政课几百
人的大教室， 老师站在台上
照本宣科， 感觉离自己很
远。 现在不仅老师走下台，
与学生互动， 讲授的内容也

‘走下台’， 原本书本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 变成了
可知可感的身边事， 更具说服力。”

这几年， 陈云云有个明显的感觉， 思政课教师的
地位提高了， 以前思政课教师在评职称方面是“短
腿”， “整天忙着上课， 哪有时间写论文”， 现在学校
开绿灯， 打破了论文指挥棒。 不仅如此， 陈云云还有
了一帮“粉丝”， 今年他又登上了全校最受学生欢迎
老师的榜单。

“不管怎样创新课堂形式， 不管课堂有多热闹，
都不能忘了一根主线， 思政课老师要有底线和立场意
识。” 陈云云在“全国思政课老师” 的QQ群里敲下
的这段话， 立刻获得了陆信礼的赞同。 陆信礼说：

“孔子说，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其实这句
话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己不立， 焉能立人？ 己不
达， 何以达人？ 如果高校的思政课教师自己都没有坚
定的理想信念， 如何让学生建立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呢？”

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树荫看
来， 在噪音和杂音喧嚣的时代， 高校课堂这个阵地要
发出“强音”， 他说：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的地方， 而不是清谈馆、 发泄场， 老师的不满和怨
气， 不能由学生来埋单。” （下转第二版）

在职业环境中“打磨”专业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改革教育硕士实践培养模式解析

■本报记者 陈帆波

每个周一下午3点， 东北师范大
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培养办公室都
会召开例会， 会上学生们向研究生
院报告他们在教育硕士实践工作站
的学习情况。 培养办主任秦春生说：

“开这个例会的目的， 就是要把教育
硕士在中学实践工作站遇到的问题
搜集上来， 进行分析和诊断， 然后
再对下一步的实践任务进行调整优
化。”

这是东北师大改革教育硕士培养
模式后呈现的新景象。 早在2013年，
教育部等三部委先后颁发了 《关于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关于
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的意见》 等文件， 全面启动了研究
生教育改革。 东北师大抓住时机提
出， 改革教育硕士培养模式， 为基础
教育培养卓越的高素质教师和未来的
教育家。

问题倒逼教育硕士培
养模式改革

为何要改革教育硕士培养模式？
以往的培养模式有什么问题？“最大
的问题就是应用性不够，专业化人才
学术化培养，理论脱离教育实际。 ”东
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高夯对中国教育
报记者说。

高夯介绍， 在我国， 教育硕士的
培养论证始于1996年， 1997年首批
试办有16所师范大学， 到2003年，
发展到41所高校， 年招生近万人；
2007年又开始招收与培养全日制教
育硕士， 但在培养模式和质量上， 全
日制教育硕士却存在着很大问题。

2013年， 东北师大到吉林省100
所中学进行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这
些教育硕士没有表现出比本科生更大
的优势， 甚至还存在劣势。 一位中学
校长说， 他们宁愿要师范大学毕业的
本科生， 而不愿要教育硕士生。

调研还发现， 目前， 在全日制教
育硕士培养上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
题， 比如理论学习与实践环节脱节、
课程教学与基础教育脱节、 实践能力
培养的体系与机制不完善等。 从全国

来看， 教育硕士培养没有被认可的教学
体系和培养模式， 缺乏专业的教师团
队， 导致专业硕士学术化培养， 和学术
学位硕士一样教。

“医学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工程
硕士等， 就很受行业认可， 这些专业在
课程体系建设和培养方式上和行业结合
得好， 而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模式。 教
育硕士的培养应该学习借鉴这些有益的
做法。” 高夯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师大启动
了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改革。 2014年2月14
日，东北师大校长办公会通过了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综合改革方案。

在中学设立学科教学实
践工作站

新的改革方案重点针对教育硕士培
养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 教学模式
课堂化理论化、 课程体系脱离中学实
际、 专业教师团队不足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改革方案提出， 在
优质中学建立教育硕士实践工作站， 建
立贯穿教育硕士研究生两年全程的实践
教育模式； 注重围绕教育教学的实践问
题开展“行动研究” 和小课题研究； 在
课程体系建设中增加以教师职业角色为

出发点的新课程； 在中学聘请实践导师，
和大学教师结成一体化研究与实践指导
团队， 等等。

2014年4月， 东北师大与长春市优
质中学签约， 共同建立“卓越教师培育
试验区”， 在实验区内7所中学设立教育
硕士学科教学实践工作站。 9月， 2014
级117名教育硕士入学第2周即进入工作
站进行“体验” 教育实践。

学校给教育硕士的学习设计了
“2+3模式”， 即每周2天在中学进行实
践、 3天在大学上理论课。 学校还为教
育硕士两年的学习设计了一体化的实践
模式： 第一年的第一、 二学期有8个月
为“入学进驻月”， 主要是“2+3模式”，
第二年第三学期下到本科生实习的教师
教育东北创新实验区， 与本科生混编实
习， 进行全职角色教育实践与研究； 第
四学期回到长春教育实践工作站， 结合
论文研究进行反思实践。

“从2014级新生开始， 我们不再沿
袭以往教育硕士学习主要以课堂学习加
少量的教育见习和集中教育实习的做法，
而用以上的实践模式取代之。” 高夯说，

“这种模式可以促进教育硕士对教育的理
解， 更有助于教育实践能力的提升。”

（下转第二版）

□关注农村教师流失系列报道

挖冬笋换零花钱
———广西融安县留守儿童张昌惠的别样寒假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谭凯兴 戴吉红

广西融安县泗顶镇寿局
村位于距县城45公里的大
山里， 汽车从浮石镇驶离
209国道， 进入S306省道后
就一直绕着山腰转， 第一次
去的人十有八九都晕车， 吐
得“肝肠寸断”。 张昌惠的
家就住在那里。

今年 16岁的张昌惠 ，
就读于融安县泗顶镇中学，
今年初三， 身高1.45米左
右， 体重30多公斤， 看起
来比同龄人都瘦小， 还像个
小学生的模样。

自她6岁那年父亲得了
精神病后， 母亲就一直在外
打工， 再也没有回来， 留下
姐弟三人相依为命。 当时妹
妹4岁， 弟弟才1岁多。 父
亲不但干不了活， 每月还需
三四百元医药费， 再加上3
个孩子的学费， 若不是有政
府发放的低保和农村医保，
这个家更不堪重负。 张昌惠
的大伯为了帮助几兄妹读
书， 常年在县城打工， 40
岁了至今未曾娶妻。

寒假不用上学， 张昌惠
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 天刚
蒙蒙亮， 她就早早起来煮全

家人的早饭。 等全家人吃完早
饭，洗碗、拾柴，再回屋看书是张
昌惠每天固定的生活模式。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为了能利用寒假赚点零用钱，
张昌惠一有空就进大山挖冬笋。
冬笋并不是那么容易挖到， 特
别是冬天， 大山里的山风吹得
人直打战， 对于一个瘦弱的孩
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挖冬笋得看竹子的长势，
竹枝的走向和茎的颜色。” 张昌
惠说起挖冬笋的秘诀头头是道，
挖起笋来也是一挖一个准。

“我每到寒假都会挖冬笋
卖， 前些日子一斤能卖到4元
多。 ”她开心地说。 还不到过年，
张昌惠已经挖得了比自己体重
还重的冬笋，赚了200多元。

这几天， 受北方冷空气影
响， 桂北气温骤降。 结冰把竹
子压得弯下了腰， 风轻轻一
吹， 冰碴相互碰撞哗啦啦地
响， 轻轻地砸在张昌惠瘦弱的
肩上， 滑进脖子里， 她不由得
打个冷战， 抖一抖身上的冰
碴， 裹紧上衣， 继续向竹林深
处进发。

张昌惠希望再多挖一些，
过年时给奶奶买一顶新帽子，
奶奶身患残疾， 20多年的老风
湿让她驼了背， 肩不能挑， 手
不能提。 （下转第二版）

留守儿童早当家
冷清的院子里， 留守儿童蔡子欣

给奶奶看她画的画 （题图）。
蔡子欣是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石坊

乡柳邓小学五年级学生， 从上学起父
母就在外打工， 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和
奶奶相依为命。 “我想爸爸妈妈， 可
是我又不想让他们担心， 就每个月打
一两次电话。”

在蔡子欣的房间里， 记者看到满
墙的奖状， 其中一张“年级第一名”

格外醒目。
“娃娃听话， 光念书， 学习可好

了。” 奶奶说， 放学后小蔡子欣还要
帮她洗菜、 架火做饭， 洗完锅才开始
写作业。

蔡子欣的父母在新疆一家工厂
打工。 奶奶和蔡子欣守着两院空房
子， 只有过年的时候家里才会热闹
起来。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爸爸妈

妈一起生活， 爸爸妈妈供我念书不容
易， 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蔡子欣说，
她希望以后上大学， 然后回来把村子建
设得更加漂亮。

柳邓小学教师蔡付莲告诉中国教育
报记者， 她的班上有13个学生， 一半是
蔡子欣这样的留守儿童。 “这些娃娃也
苦啊， 不过都很坚强。”

本报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尹晓军
摄影报道

广东投50亿建高水平大学
加快整合高职院校资源

针对教育硕士
培养中存在的理论
学习与实践环节脱
节等问题， 东北师
大采取在优质中学
建立教育硕士实践
工作站， 围绕教育
教学的实践问题开
展“行动研究” 和
小课题研究等举
措， 改革教育硕士
实践培养模式， 让
学生“磨” 出真本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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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关注寒假学生去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