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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学点
“去“
”留”
之辩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在西部地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教学点。
面对 12 个教学点，新疆博乐市教育局局长王雪莉很纠结。在布局
调整之中，是撤并，还是保留，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到乡镇、
村，当地群众，意见都很难统一。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教学点的
“去”
“留”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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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丽 绘

是
“去”
是
“留”
，谁说了算？

本 就 该 撤 消 的 教 学 点 ，“ 去 ”
“留”为何也引发了争议？
“根据规定，撤并 3 公里内的教学
点，不应该有分歧。这个教学点与市
优质学校第一小学相距不到 2 公里，
但就是撤不掉。”日前，王雪莉有些郁
闷地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说。
博乐市青得里乡顾里木图二村教
学点，只有 69 名学生，34 名教师。该
教学点负责人尼加提对记者说：“按照
规定，这个教学点只能办 1 到 3 年级，
4 到 5 年级的学生，应到乡里的学校读
书，但由于村民不同意，只得开办 4
到 5 年级的课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村离
县城不到 2 公里，而且交通也很方
便。为何村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
城里的学校接受优质教育，而愿意守
着这个教学点？
村民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说，
教学点办学条件相对较弱，师资力量
也不高，撤并可以整合资源，让农牧
民子女接受到优质教育；也有人说，
教学点应该保留，跑到几公里外读
书，孩子的安全谁来保障？接送孩子
上下学，成了农牧民的一大负担。
虽然村民认为教学点的教学质量
不差，但王雪莉并不这样看。“无论从
哪个层面来看，教学点的教学质量和
城里学校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王雪
莉告诉记者，“这也是我们想撤并这个
教学点的原因。如果能撤并这个教学
点，69 名学生就能进城读书，就能接
受更好的教育。”
然而，绝大部分村民们的态度
是：这个教学点不能撤，更愿意让孩
子在家门口读书。面对村民们的意
见，王雪莉虽然很纠结，但也没有更
好的办法。“说服工作我们做了很多，
也找了不少村民谈过，但村民们就是
要坚持保留教学点，我们也不能强行
推行撤并工作。
”王雪莉说。
尼加提告诉记者，村里的群众认
为，离开村子到外面上学，孩子路途
上不安全，而且会增加家长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认为，教学点的质
量不差，所以宁愿让孩子在村里的教
学点上学，“村民认为，家门口有个教
学点，孩子上学更方便”。
在不少人眼里，教学点质量不高，
教师队伍和教学水平都难以和城里学
校相比。但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第三教
学点负责人邱泽银并不这样认为。
邱泽银对记者说：“教学点质量不
高这个说法不对，也不能这样说。我
在这个教学点工作了几十年，我们的
质量并不差，甚至比有些城里的学校
还好。”此话一说完，站在旁边的王雪
莉补充道：“教学点都认为自己的教学
质量和城里学校比并不差，但实际
上，差距还是存在的。”
邱泽银告诉记者，乌图布拉格镇
第三教学点离镇中心学校有 7 公里，
现在有教师 13 人，学生 32 人。过去，
这个教学点最多时有 200 多人，现在
不少村民富裕了，把家安在了城里，
孩子也随父母进城读书了，学生有逐
年减少的趋势。
“虽然只有 32 个学生，但我们教
得很认真，我们想把这些孩子培养
好。”邱泽银说，“村民不希望撤掉教
学点，毕竟在家门口有个教学点，孩
子上学方便，不用跑远路去读书。”
在青得里乡阿里翁拜新村教学
点，记者看到，这里有 5 个年级，62
名学生，26 名教师。这个教学点离乡
中心校仅 3 公里。教学点负责人木沙
江告诉记者，这个教学点，过去是一
所小学，随着生源的减少，到了 2009
年就变成了教学点，“虽然变成了教学

点，但村民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
再加上学校就在家门口，村民都不愿
意教学点被撤并”
。
新疆教科院副院长金勃然认为，
从布局调整和提高教育质量来说，博
乐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想法和做法都有
合理性，因为教学点周边 3 公里内就
有小学可供家长选择。整合资源后，
资金投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学生
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而家长
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就近和方便是
家长更看重的。
经过几番说服，几番争辩，几番
努力，博乐市教育局最终作出了艰难
选择。
“3 公里内的教学点撤并问题，让
我纠结了一段时间。”王雪莉说，“市
委政府也高度重视教学点的建设问
题，是撤是留，最后还是得听老百姓
的想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道理。
”
在王雪莉看来，尽管在 3 公里以
内，如果村民不同意撤并，那我们得
尊重村民的意见，保留教学点。
那么，教学点“留”住之后，该
如何让老百姓满意呢？
从教学点撤并的角度来看，博乐
市教育部门，以及市委政府对村民的
妥协，意味着教学点撤并工作的“失
败”；但从村民的意愿来看，博乐市的
做法则顺应了老百姓的需求。
保留教学点，对当地政府和教育
部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
“负担”。王雪莉告诉记者，既然要保
留下来，那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
教学点建设得更好，更加规范，让老
百姓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教育资源。
为此，博乐市决定加大对教学点
的投入力度。
博乐市为邱泽银所在的教学点，
投入 200 万元，新建 12 间教室，同时
新建教师周转房 12 套，供教师使用。
不仅如此，还按照自治区规定的教学
点建设标准，配备各类设备。
除了硬件建设外，博乐市还在教
师职称评聘上向教学点教师倾斜。“我
们这个教学点，2015 年市教育局给我
们分配了 3 个副高职称指标，这对留
住教师发挥重要作用。”邱泽银激动地
对记者说。
乌图布拉格镇第八小学所属的一
个教学点，获得了 700 万元的投入，
新建了 3500 平方米的教学楼，还建设
了一个 800 平方米的双语幼儿园。王
雪莉告诉记者，市教育局将根据教学
点的生源变化，把生源规模大的教学
点，恢复为小学建制。
离县城学校仅有不到 2 公里的青
得里乡顾里木图二村教学点，获得了
100 万元投入，用于建设新操场。另
外，该市还投入了 450 万元用于设备
购置、课桌椅更换、多媒体设备建设
等。每个教学点不低于 100 万元的投
入，让教学点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缺教师的教学点，教师也配齐
了。城乡教师交流制度，让城里学校
的优秀教师也能到教学点任教，先进
的远程教育设备，让教学点学生享受
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教学点越来越漂亮，教学质量也
越来越高了，我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上好学，这真是太好了，感谢政府能
替老百姓想，把教学点办学生得这么
好。
”村民阿不力孜对记者说。
采访中，金勃然告诉记者，如果
仅仅把教学点保留下来，这是很难让
农牧民满意的。把钱投入到教学点难
以发挥资金的效益是错误看法，建好
教学点对村民来说，是大事。

采访手记

从老百姓的需求
出发办好教学点
本报记者 蒋夫尔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部地
区一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教学点成
为“纠结点”的情况，是由于当地
教育部门从办学质量的角度出发来
考虑的。一些教育部门认为，教学
点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办学水
平，都无法和城里的学校或者乡镇
的学校相比。
因此，一些地方就希望能通过撤
并教学点来整合教育资源，让农民区
或者边远地区的孩子能够接受优质
的教育资源 。这样的想法本身没有
错，
但实际情况却往往背道而驰。
一些教育部门认为撤并有利于
提高教育质量的想法，显然没有考
虑到当地村民或农牧民的想法和感
受。对农牧民来说，孩子能在家门
口读书，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一方
面，孩子尚小，可以让孩子生活在
父母身边；另一方面，孩子出行安
全也有保障，家长的负担和心理压
力都会小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村民不愿
意撤并家门口教学点的最重要原因。
在一些地方，由于教育部门和
家长之间的认识不同，想法不同 ，
在教学点的撤并上，就出现了分
歧，也出现过强撤教学点的情况 ，
这无疑会引发家长不满。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新疆的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 ，
就教学点的去留问题来说，解决这
个问题并非没有好办法。博乐市尊
重村民的意愿，保留不到 2 公里内的
一个教学点，深受村民好评。之后
又加大力度进行建设，把教学点办
好，就更受村民称赞了。
问题的关键是，若不想让教学
点去留成为“纠结点 ”，该怎么做
呢？那就是根据实际，尊重老百姓
的意愿来开展工作。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教学点
就那么几十个学生，投入起来，往
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资
金，这么大一笔钱，投到教学点 ，
是不是浪费？是不是能够最大限度
发挥资金的效益？还不如把这些资
金集中投入到乡中心学校，或者县
城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把教学点
学生集中起来，让他们和城里的孩
子一样享受更好的教育。”
这样看似充分的理由，如果放
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角度来
看，就站不住脚了。因此，舍得投
入资金建设教学点，把教学点办
好，才能让村民或者农牧民满意 ，
从这个角度来看，投入教学点建设
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记者认为，在各地推进基础教
育均衡化的今天，办好教学点是题
中之义，是责任，是使命。因此 ，
各地应抛弃“纠结”的心态和想
法，目光向下，从老百姓的需求出
发，办好教学点，办好农村教育 ，
从而为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补“短
板”
，打基础。

2 “去”和“留”，如何才能不成为“纠结点”？
在教学点的“去”“留”争辩
中，博乐市向村民作出了“妥
协”。那么，教学点的保留，是政
府“输”了，还是村民“赢”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同博乐
市一样，新疆各地在教学点的“去”
“留”问题上，都坚持一个原则，那
就是听听村民怎么说。是撤是留，
都按照老百姓的想法办。
然而，除了博乐市的做法，
在西部地区，教学点的“去”和
“ 留 ”， 如 何 才 能 不 成 为 “ 纠 结
点”呢？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马尔洋乡皮勒村采访，当地村民得
知县里要恢复村里过去被撤销的
教学点，
村民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没了教学点，孩子上学不那
么方便了，有时候还担心孩子的
安全。”牧民苏力·玛勒斯对记者
说。
面对农牧民对教学点的需
求，这几年来，新疆不断加强农
牧区教学点布局调整，逐步恢复
了部分教学点，并加大力度进行
建设，确保办好教学点。
“恢复教学点，我们的 20 多
个孩子上学就不用再跑那么远
了。”苏力·玛勒斯说，“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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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时候，村里还能听到孩子的
读书声，教学点撤了后，村子里
一下子空落落的，不热闹了。
”
皮勒村地处帕米尔高原昆仑
山深处，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县城 180 多公里。了解的人
都知道，这个距离，在数字上看
没多远，可是在昆仑山的山里，
就显得很遥远了。
2008 年 ， 为 了 提 高 教 育 质
量，县里推行集中办学，在这个
过程中，皮勒村的教学点被撤销
了。教学点撤销后，小学 1 到 3 年
级的学生，在离村 30 公里的乡上
学校读书，4 到 6 年级的孩子，到
县城寄宿制小学读书。
记者了解到，根据实际情
况，新疆决定恢复已经造成学生
失学、影响入学率或交通不便的
边远农牧区的学校和教学点。在
方便和满足学生就近入学需求的
前提下合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
把确需保留的村小和教学点纳入
学校基本建设规划。
新疆规定，凡是有“造成学
生失学，影响入学率、巩固率；
寄宿制学校食宿、安全条件不能
保证；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又
无法解决交通工具”等情形的，

撤并的学校和教学点应予以恢复。
精河县托里乡永集湖小学六
道桥教学点距离县城 20 多公里，
四周沙包环绕，没有公路，环境
恶劣。虽然学生人数不固定，老
师也少，但为了不耽误孩子学
习，教学点开设了从幼儿园至小
学 6 年级 7 个班级，教学点严格按
照标准安排各类课程。
农牧民表示，教学点解决了
孩子就近入学的难题，也减轻了
家长的负担。
中国教育报记者从自治区教
育厅了解到，随着自治区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的完成，同
皮 勒 村 一 样 ，从 2013 年 到 2015
年，新疆根据实际需要，恢复农村
和牧区教学点近 200 个，这意味着
更多的边远地区的农牧民孩子能
够在家门口读书了。
教学点的“去”“留”之辩，
按照村民的意愿来办，是不是意
味着政府“输”了呢？自治区教
育厅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事实上，村民让保留的教
学点，往往都是为了保证孩子就
近入学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
政府和村民实现了“双赢”，没有
输家。

不再
“纠结”
，教学点怎样才能建得更好？

当教学点不再成为“纠结
点”之后，保留下来和重新恢复
的教学点，如何才能建设得更好
呢？
这方面，新疆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创新和经验。
新疆的特点就是地广人稀。
这些散布在大山深处、牧区边缘
的教学点，曾经为边远农牧区的
孩子接受教育，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新疆教育厅提供的一
组 数 据 显 示 ： 1999 年 ， 新 疆 有
3786 个教学点；2000 年，教学点
达到 3847 个；2001 年新疆的教
学点数量下降到 1074 个。之后，
一 直 稳 定 在 1000 个 左 右 。 截 至
2015 年底，新疆农牧区教学点数
量近 900 个。
“教学点数量的变化，意味着
新疆教育发展步伐的加快，集中
办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远
地区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愿
望。”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但同时，也让一部分较为分
散的家庭的孩子无法就近入学。
”
教学点的去留问题，在新疆
一直被高度重视。记者了解到，
即便在布局调整、集中办学力度
最大的时期，是否撤并教学点，
都没有实行过“一刀切”的政
策，教学点的去留问题，在新疆
各地党委政府面前，都被慎重对
待，盲目撤并的现象很少。虽然
确保了撤并的教学点的孩子都有
学上，但教学点撤并了，让一些
农牧区的孩子上学出现了不便，
也引发了一些家长对孩子上下学
出行安全的担忧。
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大泉
村教学点的命运，充分体现了一
个教学点去留的慎重。在学校布
局调整的时候，有人提出建议，
认为应该对这个教学点进行撤
并，但乌鲁木齐县委县政府明确
指出，一定要坚持就近入学原
则，不能撤并的教学点要坚决保

留。正因为有了这个教学点，村
里的孩子 100%就近上学了。有了
这个教学点，农牧民的负担和压
力大为减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关于
教学点的去留问题，早在 5 年
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领导在谈到集中办学时就明确指
出，有一定规模的村小应保留，
对有一定规模、学生居住边远的
学校，该保留的一定要保留。对
农村，特别是对边远的农村地区
来说，一所书声琅琅、国旗飘
飘、国歌嘹亮的学校，能够在这
个地方对传播现代文化起到不可
替 代 的 重 要 作 用 。 从 2012 年 开
始，在征集当地群众意见的前提
下，新疆恢复了部分村级教学点。
在新疆各地采访教学点建设
情况，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
到教学点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
变化来自于新疆不再把教学点当
作一个“纠结点”，而是从让老百
姓满意的角度出发，上下一致，
共同加大力度进行建设的结果。
在新源县，巴特巴合特教学
点负责人巴吾尔江曾对记者这样
说：“凡是来我们这个教学点参观
过的外地人，都竖起大拇指，很
羡慕我们村能有这样的教学点。
我们这个教学点有 4 个班级，37
名学生，教职工 10 人。”记者看
到，这个教学点教学设备一应俱
全，还有 4 套双语“班班通”项
目设备。
在新疆各地，恢复教学点，
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按照自治
区确定的标准重新建设。
为确保教学点的撤并、设立
符合当地实际，新疆规定了严格
的撤并和设立程序。自治区教育
厅、发改委、财政厅、编办等六
部门专门制定了教学点办学基本
标准，对教学点的硬件、软件建
设，以及教学管理都做出了明确
规定。新疆规定，县级人民政府

必须制定方案，进行科学论证，
须经过公示并报批等程序。教学
点的布局要符合乡镇总体规划，
对于边远农牧区确需设立教学点
的地方，应设置教学点，教学点
的撤并应先建后撤，保证平稳过
渡。
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对确需保留和恢复的教学
点，需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本
建设，配备教学仪器设备和器
材，配置数字化优质课程资源。
根据规划，新疆要求地县资金、
对口援疆资金重点用于恢复、新
建教学点。
记者了解到，新疆目前已有
近 900 个教学点实施了“教学点
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现
代远程设备的“落地”，让教学点
的学生都能和城里学生一样享受
到优质教育资源。
在建设教学点过程中，新疆
力图将其建成村里面的文化高
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教学
点的运动场都对村民开放，节假
日村民可以到校园来参加体育活
动，很多村里的文化活动，也在
教学点举行，充分利用了这里的
资源。教学点每天举行的升旗活
动，让国歌声传遍整个村子，看
着冉冉升起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激发了村民内心的爱国热情。
为解决教学点师资问题，新
疆探索建立以乡镇中心学校为核
定教师编制单位、城镇教师轮流
支教等工作机制，努力解决教学
点师资队伍难题。
据悉，目前新疆各地正在根
据实际情况积极恢复已经撤掉的
教学点，同时加大投入力度农牧
区教学点建设，努力把教学点建
成农牧区的“文化新高地”，不
仅要确保农牧区孩子就近入学，
而且要发挥教学点的文化影响
力，推动农牧区教育质量再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