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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在四川一些地区调研发现———

民族地区高素质幼儿教师缺口大

记者近日在四川省巴中市一

所民办幼儿园里看到， 一间普通

教室里满满当当地塞了

65

个孩

子， 从讲台挤到后墙， 黑压压的

一片。

老师正在上课， 讲解的内容

涉及识字和算术， 跟小学课堂没

有本质区别。 为了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听清， 老师使用了一种俗称

“小蜜蜂” 的扩音器。

看到这一幕， 四川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秦莉非常感

慨。 她说： “根据国家规定， 幼

儿园最大班额不超过

35

人， 生师

比不高于

15∶1

， 每个班按

2

教 （教

师）

1

保 （保育员） 进行设置。 实

际上， 四川省农村和民族地区幼

儿园的班额状况平均是每班

50

个孩

子左右， 并且只配置

1

位教师， 保育

员常常只在小班配置。”

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学

历普遍不达标

四川省提出， 到

2020

年 ， 全省

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毛入园率

达到

75%

以上， 民族地区基本普及

学前两年教育。 今年

5

月中旬， 四川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秦世

虎到有藏、 羌、 回等多个少数民族

聚居的绵阳市平武县水晶大桥片区

调研， 结果显示， 该片区共有人口

3

万余人 ，

11

个乡镇 ， 仅有

3

所幼儿

园。 这

3

所幼儿园在园幼儿总数不足

300

人， 教师共

9

人， 其中

4

名是编外

教师， 均为平武县职中和绵阳技校

毕业；

5

名在编的幼儿教师， 其中

3

人以前是小学教师， 因种种原因转

岗到幼儿园。

“如果该片区的幼儿园入园率

提高到

75％

， 按国家规定 ， 应配备

80

名幼儿教师和保育人员 。 所以 ，

光这个片区今后

10

年就需要陆续补

充 教 师 大 约

70

人 。 ” 秦 世 虎 说 ，

“此外 ， 目前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幼

儿教师主要由两类构成： 一是保姆

型幼儿教师 ， 二是小学化幼儿教

师 ， 他们普遍缺乏学前教育理论 ，

没有很好掌握组织幼儿活动的教学

方法。”

秦莉在调研中也发现， 农村民

办幼儿园的绝大多数一线教师的第

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是中师， 部分民

办园教师最终的专科文凭都是通过

在职进修拿到的， 有些老师进修的

专业还不是学前教育专业。 “而我

们调研的所有幼儿园， 没有一位保

育员是学前教育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的， 都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 秦

莉说。

甘孜藏族自治州幼儿园园长沈

晓君说： “目前， 我们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师资。 一般情况下， 都是将

年龄较大的小学教师安排到幼儿园

工作。 民族地区民办幼儿园的教师

基本上都是 ‘保姆式’ 的， 只有极

少数专业的教师。”

毕业生不愿到艰苦地

区任教

目前， 像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这类幼师院校的毕业生， 大

多将就业目标瞄准城区， 瞄准一些

条件好的幼儿园。 “农村或民族地

区的幼儿园没人愿意去。 他们甚至

招不到一个专业学校毕业的教师。”

秦世虎说， “城市幼儿教师的需求

量逐渐饱和， 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幼

儿教师数量严重缺乏。”

沈晓君说： “民族地区的幼

儿园收费都非常低， 幼儿教师的

收入也很低。 内地幼儿师范院校

的毕业生一般都不愿意到民族地

区任教。”

2009

年， 四川省原江油师范

学校升格为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升格为四川民族学院。 学校

升格后 ， 录取分数线也就随之

“水涨船高”。

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系副主任

罗生说， 分数线上升了， 民族地

区的学生就更难考上了， 即使享

受了加分政策， 也 “考不赢” 内

地考生。 现在两校培养的幼师师

资基本都是内地生源， 毕业后不

可能到民族地区工作。

一位民族地区的幼儿园园长

告诉记者： “想到民族地区教书

的考不上， 考得上的毕业后基本

都不愿意到民族地区工作。”

（下转第二版）

■

《教育导报》 记者 李益众

本报记者 刘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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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

西部的信

———浙江农林大学支

教生与西部孤儿成亲人

“亲爱的哥哥姐姐， 你们邮寄过

来的衣服和生活费 ， 我已经收到 ，

我们再也不用为生活费用而担心 。

感谢大家， 尤其是吕晓霞姐姐的关

心，我和姐姐一定会努力学习，争取

和你们一样考上大学……” 日前，一

封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纸坊镇中学的

信，在浙江农林大学学生中传递着。

写信的人名叫杨胖胖， 是甘肃

省陇南市纸坊镇中学初一学生。 她一

直和常年生病的爷爷及念初三的姐

姐杨文燕相依为命。 然而，不幸再一

次袭来，去年爷爷去世，这使得小学

刚毕业的杨胖胖和姐姐失去了唯一

的依靠，双双面临辍学的危险。

就在这对姐妹最无助的时候 ，

浙江农林大学服装设计

07

级学生吕

晓霞来到甘肃省陇南市纸坊镇中学

支教。 当她到达陇南的时候，才第一

次认识到什么是贫困： 因为缺水，当

地的孩子每天用水都是定量的；因为

缺粮，很多孩子一天只吃两顿饭。

在吕晓霞的学生中， 就有已经

成 为 孤 儿 的 杨 胖 胖 。 吕 晓 霞 说 ：

“杨胖胖因为营养不良， 看上去非常

瘦弱， 和她的名字简直有天壤之别。

她特别懂事， 每天一放学， 就上山

挖一种草药。 这种很难挖到的草药

每斤能卖十几元， 胖胖用卖草药的

钱给自己购买学习用品。”

“不能让这么懂事的孩子辍学！”

吕晓霞通过

QQ

等多种渠道， 把胖胖

的情况讲述给更多的同学， “希望

能有更多的同学携起手， 共同帮助

胖胖。” 她所在的艺术设计学院专门

开展了一场爱心结对活动： 学生干

部带头， 你

5

元、 我

10

元， 大家纷纷

将零花钱、 生活费交给吕晓霞， 委

托她转交给杨胖胖； 大家还一起给

这对孤儿姐妹， 买了一些服装和学

习用品， 并写去了充满真情的信。

今年毕业的吕晓霞，目前开始在

服装行业创业，工作虽然繁忙，但是

她一直和杨胖胖姐妹保持着联系。

据介绍， 今年， 浙江农林大学

又有

12

名学生选择了参加西部志愿

者活动。 志愿者刘涛说： “只有去

基层实践 ， 才能了解群众的需求 ，

我希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感受

西部、 奉献青春。”

■

本报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陈胜伟

河南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校

配图书体音美器材 解决县镇“大班额” 建学生食堂等设施 为班级配多媒体

本报讯 （记者 郭炳德 ） 记者从河

南省政府获悉， 该省近日下达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专项资金

9.39

亿

元 ， 旨在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 ，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据河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

这次筹措下达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四个

方面： 一是农村薄弱学校配置图书、 教

学实验仪器设备、 体音美卫器材等， 提

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二是县镇学校扩容改

造， 集中力量解决县镇 “大班额” 等突出问

题； 三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及学生食堂等附属

设施建设， 集中力量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住

宿需求； 四是为农村薄弱学校每个班级配置

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 提高教育信息化水

平。

河南省政府要求， 各地要结合中小学规

划布局调整工作， 认真制定农村中小学图

书、 教学仪器设备、 体音美卫器材配备规

划， 选择学校实验室、 图书室和体音美功能

室条件较差的农村学校优先支持。 县镇扩容

改造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补助资金的使

用， 要先有规划， 后作安排， 集中财力， 每

县重点支持

1

至

2

所县镇新建或改扩建学校和

县以下农村寄宿制中小学及附属生活设施建

设。 要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 确保专款

专用， 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鲁昕会见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副部长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7

月

11

日，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会见了来

访的英国商业、 创新与技能部副

部长约翰·海耶兹一行。

鲁昕积极评价中英两国在职

业教育领域开展的务实合作。 她

表示， 职业教育合作是中国教育

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 我们很高

兴看到， 双方根据各自职业教育

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共同确定了六

个领域作为未来合作的重点。 中

方希望与英方积极磋商， 将合作

设想尽快转变为具体行动。 鲁昕

还对中英职教合作具体行动计划提

出了建议。

海耶兹赞赏中方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的战略眼光， 对中方重视对英

开展职教合作表示感谢。 他积极回

应鲁昕关于中英职教合作行动计划

的建议， 表示英方将与中方共同努

力， 推动落实。

会谈结束 后 ， 双方 共同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及其托管

政府商业、 创新与技能部和教育部

关于职业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浙江中小学教师自选培训

104

个机构提供

2877

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朱振岳 通

讯员 周洪波） 日前， 浙江省嵊

州二中的李小虎打开 “浙江省中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网络管理

平台”， 浏览起平台上可供选择的

培训课程。 “一大早我就上网报

名了， 怕迟了选不到。” 他说。

据了解， “浙江省中小学教

师专业发展培训网络管理平台 ”

是该省专门为教师培训开发的一

个网络管理平台。 今年共有省内

外

104

个培训机构参与培训， 共提

供了

2877

个培训项目。 全省

35

万

普通中小学教师只要登录这一平

台， 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参加的

培训课程了。

根据规定， 今后浙江省中小学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将以

5

年为一个周

期， 在一个周期内， 每一位中小学

教师参加专业发展培训的时间累计

不少于

360

学时， 其中， 至少参加一

次集中培训 ， 时间不少于

90

学时 。

在培训方式上， 教师可以根据培训

机构提供的培训课程、 形式和时间，

自主确定 （进修） 计划， 有针对性

地选择培训项目。

目前， 浙江已经完成了培训管

理平台操作使用培训、 学校教师基

本数据采集录入 、 培训机构筛选 、

培训项目审核等工作。

福建招千名特岗执业医师

定向培养乡镇卫生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记

者近日获悉， 福建今年将为全省

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招聘特岗执业医师

1000

名， 招

聘对象为临床医学、 中医学、 中

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本科

毕业且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

据介绍， 特岗执业医师须与

所对应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

服务期限为

３

年的聘用合同， 工资

收入按国家 、 省有关政策执行 。

聘用期满后， 乡镇卫生院的特岗

执业医师可优先聘用到县级医疗

机构工作。 凡被该省闽清县等

49

个基本财力保障县 （市、 区） 所辖

乡镇卫生院聘用的特岗执业医师 ，

除工资等原有待遇外， 再给予每人

每年

1

万元的特别补助费， 连续补助

3

年。

从

2011

年起， 福建还将连续

３

年

为各设区市每年培养

50

名左右定向

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各设区市级财政将加大对委托培养

的定向医学生的补助力度， 原则上

不低于每年

6000

元的标准。 委托培

养的定向生毕业后由设区市安排进

入乡镇卫生院工作， 至少连续工作

３

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亚杰 陈键兴） 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锦涛

12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参加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主题联欢

活动， 亲切看望两岸青年朋友， 与

大家共同领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

共同展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

两岸手相携， 中华情相牵。 今

天下午的人民大会堂里， 到处洋溢

着浓郁的青春气息。 前来参加活动

的大陆和台湾青年情绪高涨、 兴致

勃勃， 大家认真听取大会堂工作人

员的情况介绍， 仔细观看大会堂里

的精美陈设， 不少人相邀在巨幅国

画 《江山如此多娇》 前留影， 人群

中不时响起年轻人欢快的笑声。 大

会堂东大厅装饰一新， 这里正在集

中展示琳琅满目的中华传统文化项

目， 汉字书法篆刻、 藏族唐卡绘画、

甲骨与石刻传拓 、 传统茶艺表演 、

景泰蓝制作技艺、 “圆明园九州清

晏” 数字复原视频……巧夺天工的

技艺、 美轮美奂的作品、 新奇有趣

的互动， 让两岸青年流连忘返。

下午

3

时许， 胡锦涛总书记来到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走到两岸青年中

间。 惊喜不已的青年们围拢过来，争

相向总书记问好。 胡锦涛和蔼可亲地

同两岸青年打招呼， 并在大家簇拥

下走向正在演示传统技艺的展台。

木版水印是复制书画作品的一

门独特技艺， 由中国传统的雕版印

刷术发展而来 。 木版水印展台前 ，

北京荣宝斋的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一

位台湾青年复制国画作品。 胡锦涛

走上前去， 一边观看， 一边夸奖这

位台湾青年做得很棒。 总书记还饶

有兴致地坐到桌前， 亲手试做了起

来。 很快， 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一幅

《菊酒图》 墨色淋漓地呈现在大家面

前， 引来现场一片赞叹声。

编钟是中华民族一种古老的打

击乐器， 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青铜

编钟以其精湛的铸造技术和纯美的

音色效果闻名于世 。 “松鹤遐龄 ”

大屏风前， 两名女演奏员熟练地敲

击编钟， 古曲 《春江花月夜》 和台

湾少数民族风格民歌 《高山青》 的

旋律悠扬地响起。 胡锦涛和青年们

凝神静听， 并和着 《高山青》 的曲

调轻声吟唱， 大家沉浸在美的享受

之中。 在演奏员的热情邀请下， 总

书记和几位台湾青年朋友上前敲响

了编钟。 清脆悦耳的编钟声， 在两

岸青年的心中激起一道道涟漪。

泉州提线木偶戏是福建闽南地

区的一个古老戏种， 深受闽台两地

民众的青睐。 泉州市木偶剧团带来

的提线木偶戏 《闹元宵 》、 《狮子

舞》， 喜庆吉祥、 诙谐生动， 引得大

家发出阵阵会心的笑声。 表演告一

段落后， 胡锦涛从演员手里接过金

狮木偶， 同一位台湾青年朋友一道

操作起来。 总书记还向泉州市木偶

剧团的演职人员了解剧团的演出情

况 ， 勉励他们编创出更多好剧目 ，

在两岸交流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

“电音三太子” 这种表演形式把

传统和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 广泛

流行于台湾民间。 在电子流行音乐

伴奏下， 扮成哪吒三太子的

3

名演员

跳起了别开生面的舞蹈。 一些青年

朋友受到感染， 也加入进来一同起

舞。 表演结束时， 胡锦涛高兴地上

前与演员相互击掌， 称赞他们的表

演很有特色。 总书记表示， 随着两

岸文化交流的深入， 这种表演形式

也传到了大陆， 相信会得到大陆同

胞的喜爱。

随后， 胡锦涛步入人民大会堂

西大厅， 同参加两岸万名青年大交

流主题联欢活动的代表亲切握手 、

合影留念。

胡锦涛对大家说， 你们这次交

流活动的主题是 “两岸同心， 我们

同行”， 这很有意义。 古人讲， “读

万卷书， 行万里路。” 台湾青年朋友

到大陆各地走一走、 看一看， 一定

会得到不少收获， 一定能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 大陆和台湾是两岸人民

的共同家园， 两岸同胞的确是血脉

相连的一家人。

总书记指出， 近年来， 两岸关

系保持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 正是

由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两岸

青年朋友才有机会像今天这样自由

往来。 胡锦涛特别强调，青年昭示着

未来，推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归根到

底要靠青年。 希望两岸青年一代接过

发展两岸关系的接力棒，更加踊跃地

投身到两岸交流合作中来， 携手开

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殷殷嘱托寄深情， 切切话语暖

人心。 胡锦涛总书记诚挚热情的讲

话引起两岸青年的强烈共鸣， 西大

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刘云山、 刘延东、 令计划等领

导同志和中共中央台办、 共青团中

央等单位负责同志一同参加了活动。

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活动由中

共中央台办、 共青团中央等

17

家单

位联合举办， 共有

22

个分团，

7

月上

旬起在大陆各地陆续展开。 这次主

题联欢是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岸万名青年大交流主题联欢活动时强调

推动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青年

7

岁女孩刘玉玲是安徽省肥西县人， 两年前跟随来

合肥务工的父母开始了城市生活。 今年刚从幼儿园毕

业的玉玲到了入学的年龄， 为了能够让孩子在自己身

边生活， 玉玲的父母开始忙着联系公办学校并办理入

学手续。 根据合肥市的政策， 玉玲符合 “进城务工农

民随迁子女城市定点入学” 的条件， 可以享受与城市

里孩子一样的入学机会。 今年

9

月， 玉玲将顺利进入小

学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据悉，

2011

年合肥市进一步扩大了定点学校数量，

共确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定点学校

134

所， 比

去年增加

19

所。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荩7

月

12

日， 玉玲在翻看父母为其准备的入学材

料。

茛7

月

12

日， 在合肥市朝霞小学报名点， 玉玲抱着

爸爸的手臂开心地和认识的小朋友说话。

农民工子女入学记

导读

今日

谁来保护留守儿童敏感的心

■

新闻 （二版）

英模人物带给我们怎样的职场启迪

■

招生考试就业 （五版）

家长会，能不能换一种表情？

■

新闻

/

视点 （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