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教育学刊 2019. 01 官方微信号: zgjyxk

－ 93 －

马多秀|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 陕西宝鸡 721013) 。

我国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及其

实践路径
◆ 马多秀

［摘 要］ 发展乡村教育的关键是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本土化培养乡村教师是当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要补充渠道。乡村教师队伍的本土化培养是指要从乡村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利用乡村

本土资源，培养具有适应乡村教育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的实践

路径包括地方师范院校承担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任务，充分运用本土资源，改变教师统一培养模式和设

置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课程，以及给予乡村教师全方位支持，从而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投身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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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影响，

我国城乡发展出现不平衡现象，特别是乡村教育

发展滞后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阻碍因素。发展乡村

教育的关键是建设一支 “下得去、教得好、留得

住”的乡村教师队伍。2015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

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 2015—2020 年) 》，明确

提出“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

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化培养”。随后，全国 32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颁布了地方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的实施办法，诸多省份纷纷响应国家号召，

将本土化培养作为补充乡村教师力量的重要渠道。
2018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又明确强调: “鼓

励地方政府和相关院校因地制宜采取定向招生、
定向培养、定期服务等方式，为乡村学校及教学点

培养‘一专多能’教师，优先满足老少边穷地区教

师补充需要。”可见，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已

经成为当前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的必要性

1927 年 3 月，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

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乡村教师的师范学校。
陶行知指出，当时中国农民占到全国人口的 85%，

但是，乡村学校的数量只占全国的 10%，80% 以

上的农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发展乡村学校要

有乡村教师，但是 “初级师范大多数设在都市里

面，毕业生所受的教育既不能应济乡村的特别需

要，而他们饱尝都市幸福的滋味，熏染都市生活

的习气，非到逼不得已时，绝不愿到乡下去服务，

于是乡村学校的师资最感缺乏了”［1］377。因此，陶

行知把晓庄师范学校的校址选在南京和平门外的

荒郊，招收的师范生要有“农事经验者”，入学考

试科目包括“农场操作一日、智慧测验、作文一

篇、常识测验”［2］269，他们每天所 过 的 是 乡 村 生

活，所学的是在乡村能用得上的本领，能够忍受

乡村生活之苦，也能享受乡村生活之乐。虽然晓

庄师范学校仅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却是我国师范

教育发展史上本土化培养乡村教师的伟大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乡村义务教育的普及需

要师资，培养大量乡村教师成为迫切需要，由此，

中等师范教育进入鼎盛时期。据统计，1988 年，

中等师范学校共有 1065 所，学生 68. 3 万人，学

校数量达到了历史峰值; 1998 年，中等师范学校

有 875 所，学生人数 92. 1 万人，学生规模稳定增

长。［3］1989 年 6 月，国家教委颁布了 《三年制中

等师范学校教学方案 ( 试行) 》，明确提出了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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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为农村教育服务”
的办学宗旨。“中师学校形成了选拔品学兼优且具

备为师潜质的初中生，为小学定向培养 ‘献身教

育事业’的‘全科全能型’师资 ( 在偏远农村甚

至能承担复式教学，一人一班或一师一校) 的教

育传统。”［4］ 遵 照 “从 哪 里 来，到 哪 里 去”的 原

则，中等师范教育顺利履行了乡村教师本土化培

养的历史使命。20 世纪末，随着我国教师教育改

革的发展，中等师范学校随之被撤并转合等，中

等师范教育已经成为历史。
当前，我国政府提出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的

补充渠道，这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的。虽然 21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作

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

但是，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影响，致

使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乡村学校的办学条

件相对较差、优质教育资源配备不足、教师的福

利待遇不高，以及乡村交通地理条件不便等，造

成乡村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一项对云南省乡村

教师队伍状况的调查发现，有近 80% 的乡村教师

有流动的意愿，且年龄越低和学历越高的乡村教

师意愿越强烈; 把影响乡村教师流动的因素按照

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子女上学及家庭生活、工资待

遇与工作负担、学校位置及交通住房条件、学校

管理与教学风气、社会氛围与工作环境。［5］乡村教

师队伍不稳定的原因除了外在因素之外，乡村教

育责任感的缺失则是根本原因。所以，建设一支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是当

前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而本土化培养是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的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约有 32% 的初中、62% 的小学、
34%的幼儿园以及所有教学点分布在乡村。［6］在乡

村辖区的学校任教的教师就是乡村教师，包括乡

村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 2015—2020 年) 》中明确指出乡村教师包括全国

乡中心区、村庄学校教师。实际上，乡村教师包

含两个类别，即出身于乡村和非出身于乡村，前

者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和经验，属于本土的乡村

教师，而后者却没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和经验，

属于非本土的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是指从乡村教育的实际

需要出发，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培养具有适应乡

村教育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的教师。前文提及

的两类乡村教师都是乡土化培养的对象。培养对

象还包括职前乡村教师候选人和职后的在岗乡村

教师，形成职前职后一体化的乡村教师本土化培

养机制。从培养主体来看，地方师范院校要充分

发挥教师教育的优势和特色，肩负起乡村教师本

土化培养的重要责任，同时，当地政府和教育主

管部门，以及乡镇教育组等也要积极履行各种监

管、指导和保障等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教

师的本土化培养绝不是降格迁就，而属于教师专

业化的应有之义，直接原因是培养 “下得去、留

得住”的乡村教师，终极追求则是培养“教得好、
高质量”的乡村教师。［7］本土化培养的乡村教师应

该具有以下素质和能力。
( 一) 浓厚的乡土情怀

培养乡村教师的关键是要培育他们具有浓厚

的乡土情怀，这是他们专注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动

力之源。所谓乡土情怀是指乡村教师对乡村社会

发展的关切、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担忧、对乡村孩

子处境的关注等，这些情愫萦绕在乡村教师的心

头，转变为他们对乡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8］

正如陶行知所说: “我们要向着农民 ‘烧心香’，

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

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的幸福，我们必

须有一个 ‘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

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1］75对于乡村教

师来讲，只有当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对乡村、农

民以及乡村孩子的关怀之心时，他们才会自觉地

克服在乡村学校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全身

心地投入乡村教育事业中。

( 二) 必备的乡土知识

我国城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特别是那

些老少边穷岛等地区差别则更大，掌握必备的乡

土知识是乡村教师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
一方面，乡村学校位于乡村，本身是乡村社会的

组成部分，跟乡村社会的其他组织之间要产生千

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的教育对象

是乡村孩子，他们在乡村生活和成长，所讲的语

言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带有乡村的特色。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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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跟农民打交道，联合家庭教育力量。这些都

决定了乡村教师必须拥有乡土知识，包括能够熟

悉乡村的语言，懂得乡村的风土人情，了解村民

的生活习惯以及相关的农事知识等。只有如此，

乡村教师才能够真正融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学校

顺利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 三) 胜任乡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素质和

能力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

向城市流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乡村

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减少，小规模的乡村学校增

多。在贫困地区还设有大量的教学点，采取复式

教学开展教学活动。因此，乡村教师必须是 “一

专多能”型教师，甚至是全科型教师，他们既要

能够承担语、数、外等课程教学工作，还能够承

担体、音、美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既要拥有课程

教学组织管理能力，还要拥有书法、朗诵、演讲、
舞蹈等特长。只有这样的乡村教师才能够适应乡

村学校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并胜任乡村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

三、我国乡村教师队伍本土化培养的实践

路径

( 一) 地方师范院校发挥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

的重要作用
2007 年颁布的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

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明确规定 “到城镇学校

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由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结合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安排到农村

学校任教服务两年”。据对 2011 年毕业的首届免

费师范生就业调查发现，陕西等 6 个省区首批免

费师范生在农村学校任教数量仅占总数的 4. 1%，

福建等 10 省区则无一名免费师范毕业生赴农村学

校任教。［9］去乡村任教并非部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

生的理想选择。在乡村学校任教的绝大部分教师

都毕业于地方师范院校，这不仅缘于地方师范院

校和乡村之间存在地缘上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地

方师范院校毕业生较低的就业定位和期望。顾明

远先生指出: “将免费师范生转移到地方师范学校

是可以留得住的。我认为，不如把拨给部属师范

大学的钱拨给中西部地区师范大学，让他们来培

养，可能效果会好些。”［10］《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提出“将‘免费师范生’改称为 ‘公费师范

生’”“推进地方积极开展师范生公费教育”。所

以，将培养乡村教师的公费师范生的任务由部属

师范大学转向地方师范院校是应然选择。
( 二) 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要充分运用本土

资源
培养扎根乡村学校的乡村教师就必须重视乡

村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要招收本土

的生源。笔者在实践考察中发现，本土的乡村教

师的稳定性较高，这主要是因为本土的乡村教师

自身有乡村生活的经历，容易适应乡村学校生活，

而非本土的乡村教师由于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以

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不在乡村，他们不容易适

应乡村学校生活。因此，本土化培养乡村教师过

程中，要以招收本土生源为主，“要选择那些适应

乡村的寂寞、甘苦、愿意留在乡村的学生”。［11］另

一方面，要选取乡村中小学校作为本土化培养乡

村教师的实践基地。陶行知曾指出师范教育和实

践相脱离的状况，“中心小学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

心，同时又为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1］88，要采取

艺友制，即师范生和小学教师建立朋友关系，让

师范生深入中心小学实习，培养乡村教师必备的

素质和能力。当前，我们在本土化培养乡村教师

过程中也要加强实践教学的训练环节，选择乡村

中小学校作为他们的实践基地，开展三到六个月的

实践教学活动，让师范生熟悉乡村学校环境，增强

角色适应能力，为做好乡村教师工作打好基础。
( 三) 重建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课程

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

城乡学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高校在师资

培养方面却采取的是统一培养模式，“大学对基础

教育师资的培养并没有关注到未来到乡村工作的

社会环境，也没有进行针对乡村学校教师的特色

培养，师 资 培 育 工 作 的 方 向 主 要 是 面 向 城 市 学

校”［11］。教师职后继续教育也并没有专门针对乡

村教师的特殊内容，而是采取相同的课程内容。
乡村学校需要的是拥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必备的

乡土知识以及胜任乡村教育教学任务的 “一专多

能”教师以及全科型教师，这意味着我国教师培

养要打破统一的模式，在职前和职后的乡村教师

培养中要设置本土化课程。一是重视乡村教师的

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关涉乡村教师对自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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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的认识，当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

融入职业之中时，职业认同感就会提升，投身乡

村教育的意愿就会增强。二是把乡土知识融入课

程教学。不论是乡村教师的职前培养还是职后培

训中，乡土知识既可以作为专门的课程开设，也

可以在课程教学中融入乡土知识方面的内容，以

便促进乡村教师积累较为丰富的乡土知识，为开

展乡村教育工作奠定基础。三是设置培养 “一专

多能”教师和全科型教师的课程体系。当前，小

规模乡村学校数量的增多，需要 “一专多能”教

师和全科型教师，乡村教师培养中要设置相应的

课程体系，保证乡村教师能够胜任乡村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
( 四) 给予乡村教师全方位支持以吸引更多教

师投身乡村教育工作
调查显示，省会城市小学和初中教师的月平

均工资分别是 2799 元和 3331 元，而乡村教师平

均只有 2343 元和 2305 元; 城市教师平均周课时

是 13. 6 节，而乡村教师平均周课时是 18. 5 节;

城市小学和初中教师评上小学和中学高级职称的

平均年龄为 40 岁和 45 岁，而乡村小学和初中教

师则是 46 岁和 51 岁。［12］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还在

子女教育、住房条件、职业尊严等方面处于劣势。
这直接导致乡村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乡村教师

不愿留守乡村，师范院校学生不愿到乡村学校任

教的局面。陶行知指出: “乡村教师的待遇方面，

是很薄很薄。既是精神上物质上都得不着安慰，

所以好的教师都不愿意在乡村干了，宁可离开乡

村，朝向城里政界或军界去混。”［2］348 在当前我国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下，要吸引优秀教师投身

乡村教育就必须为乡村教师提供全方位支持。一

方面，要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的物质待遇。乡村教

师也是普通人，必须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

求，要保障乡村教师能够享有和城市教师相当的

物质生活环境和条件。 “建议从国家级贫困县开

始，从最艰苦、最偏僻、最边远的地区开始，实

施乡村教师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

的实际收入。”［13］另一方面，要切实维护乡村教师

的精神尊严。当然，为增加乡村教师岗位吸引力，

加大资金投入是必须的，但是要认识到 “资金只

是一个媒介，关键还在于人，提升乡村教育整体

水平在于尊重乡村教师的人格和情感”，比如“要

有针对性地培训乡村教师，加大城乡教师交流力

度，而不是简单照搬城市学校培训教师的策略，把

乡村教师培训得越来越没有自信”［14］。只有切实改

善和提升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

才能够吸引更多优秀教师积极投身乡村教育。
［本文系 2017 年度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

“陕西省城乡统筹发展中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

及对策———基于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政策视

角” ( 项目编号: 2017KＲM096) 和陕西省社科基

金项目“陕西省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研

究” ( 项目编号: 2017P011)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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