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农村

他们准备好了吗

5 年前的春天，是面临中考的黄

敏洁同学感到纠结的时候，不是因为

学业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她将要作出

一个重要的抉择———填报中考志愿。

这一年，正是省教育厅实行五年制专

科层次小学教师培养的第一年。到底

上高中还是读定向师范呢？

来自桂东的黄敏洁回忆当时填

报志愿的情景， 她连续想了三天，才

决定报考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在她

看来，选择读定向师范生并没有什么

不好，再说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就觉

得作为一个农村小女孩能到毛主席

上过学的湖南一师上学，是件很幸福

的事情。 16 岁的她独自离开那个生

活了 16 年的贫困小山村， 来到了省

城。

如今 5 年即将过去了，她感觉自

己收获了一些东西。前两年修完高中

的所有课程，接下来学习各学科的教

学论，在教师技能方面，除严格要求

自己学好普通话和“三笔字”之外，还

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考本科。

顶岗实习的第一天，初次走上讲

台的她面对自己的学生已经有了底

气，有了驾驭课堂传道授业解惑的能

力。在桂东县清泉九年制学校实习的

日子里，有一段时间，她教低年级学

生学写生字，台下经常出现甲同学眼

睛望向窗外，乙同学低着头不知道玩

什么，丙同学课本整堂课没打开过的

现象；黄敏洁尝试改变“战术”，采用

让学生当老师的方法， 师生换位后，

学生们热情高涨， 课堂效果好起来

了。

调查发现，免费师范生不是分单

个专业教育，而是“全科型”教育。 目

的是把这些学生培养成“全科型教

师”， 以便他们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

小学教学工作。

为了让定向培养的学生“进得

来、学得好、下得去、用得上”。省教育

厅组织部分专家、教授，为他们量身

定制了《湖南省五年专科层次小学教

师培养课程方案（试行）》。

在这 5 年里，各培养学校根据课

程方案精心组织教学，突出技能训练

和实践环节。各学校的教学举措得到

了师范生们的积极认可，使学生的知

识得到进一步拓展，综合素质得到提

升。

来自湘西的胡黎明同学说，学校

开设的一些必修课极具针对性，让他

受益最大。 比如《小学生心理卫生》，

使他懂得了小学生的心理特征，以便

在今后的教学中解决面临的问题。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 2006 级

525 班学生何伦波说，在古朴幽静的

一师范老校区， 我度过了愉悦的 5

年， 这 5 年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感恩，

免费师范生政策使我在 5 年的大专

教育期间免交 2 万多元学杂费，学校

还给我提供了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位。

我们班里的同学学习都很认真，除了

专业课程外， 我还选修了音乐等课

程。 这些知识的储备，都将对我今后

的教学工作有帮助。

6 月，他们就要毕业；毕业就意味着回农村教

书，他们是否都已准备好了？ 答案不一。

实践让他们离讲台越来越近了。“从三年级开

始，学校给我们先后安排了两次见习和一次实习，

但每一次的见习和实习都给了我不同的感受。 ”吉

首大学师范学院 2006 级石静同学深有感触地讲

述了她的两次见习与一个月的实习经历。“第一次

见习，学校安排我们去吉首一所农村小学，不仅要

我们观摩还要写出心得体会。 农村的教育尤为重

要，但也极其艰辛，学生不仅吃的简单，住得简陋，

而且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设备也很缺乏， 让我感到

心中有一股难以言表的压力。 但学生的学习激情

和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却让我对教育充满信心。 第

二次的见习与一个月的实习， 我都是在吉首市第

一小学，那里的环境和其他教学设备都不错，使我

对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有了比较好的掌握。 ”

他们已开始爱上了讲台。 师范生必须上讲台！

为解决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环节存在的难题， 湖南

省第一师范学院、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先后建立了

新机制，让见习、实习、顶岗实习环节贯穿免费师

范生的五年学习过程。 省一师范小教大专部 520

班周淑君说：“五年的时光，让我爱上了讲台，选择

一种站姿，争取做学生满意的先生。 ”吉大师院的

田娅男说，“通过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 使我喜欢

上了小孩子， 感谢每一位孩子让我体验到生活中

的真正快乐，我会尽我自己的努力，回报社会，为

教育奉献青春。 ”

“一定要让家乡的孩子们学好英语。 ”吴春梅

信心满怀地对记者说。 5年前，这个凤凰县的苗族

女孩，全家 6 口人年收入却不到 5000 元，读完初

中后本来是要辍学打工供弟弟妹妹读书的， 但让

她没想到的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农村小学教师

定向培养专项计划”，让她重新回到教室，成为吉

首大学师范学院一名五年制的大专师范生。 5 年

来，她刻苦学习。 必修课学得相当扎实，还选修了

英语。 她说，要让山里的娃娃能翻越学习英语的大

山。

记者调查发现，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像前面列

举的这几位同学一样，对前面的路充满期待，对自

己充满信心。 调查发现，有近 30%的学生存在心理

恐慌。 自己到底能教什么呢？ 好像什么都学了一

点，但什么都没有学精。 他们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忐忑；还有另外一些学生有违约的想法。 他

们经过城市这 5 年的学习，见识广了，眼界也变高

了，对自己的前途似乎另有打算。 他们觉得做老师

收入太低，既辛苦又琐碎，想从事其他行业。 但学

生一旦违约， 将要面临向省教育厅赔偿其就读期

间的全部费用和向当地协议县教育局缴纳一定数

额的违约金。 这使他们感到十分地纠结。

专家建议，人无信不立。 经过 5 年学习生活，

年轻的学子们面临现实生活与理想的考量， 心态

难免复杂与纠结。 但要学会换位思考，既然当初选

择了教师这份职业，就应该履行承诺，且不说这 5

年接受政府提供的免学杂费，即使从道德上讲，一

个人也应该存一点感恩之心，感念之情。

受调查学生在被问及哪些措施能激励大家安

心于农村教育， 延长在农村从教的年限时，65%左

右的同学选择提高教师待遇，远远高于提供住房、

评职称给予适当加分、 实行基层从教特殊补贴等

选项。

专家分析认为，农村之所以缺乏优秀教师，主

要原因在于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偏低， 教学条

件落后，还有住房难和择偶难。 因此，只有从根本

上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 才能有利于激励免费定

向师范生在乡镇以下小学长久从教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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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

哥哥姐姐教高中。 这是我省不少农村中

小学校师资情况的真实写照。

调查发现，湖南省小学教师中，音体

美和英语、计算机等方面的教师缺乏，农

村小学更缺， 且农村教师队伍年龄结构

老化严重。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 上世

纪 90 年代末期，随着师范教育免费的优

惠政策逐渐淡出。 其后数年间，报考师范

院校的优秀生源明显减少， 另外一些比

较优秀的学生又不愿意去农村从教，加

之农村教师大量流失， 导致师资分布更

不均衡。

为破解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偏

低、 年龄学科结构失衡、 师范教育逐渐

“边缘化”等问题，我省从 2006 年下半年

起，启动了免费定向培养农村教师计划，

从省本级教育经费预算中设立专项资

金，选拔优秀初中毕业生，免费为乡镇以

下小学培养五年制大专教师， 力图从长

远解决农村教师队伍中出现的问题。

首届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对象———

面对毕业，他们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杨元崇

2011 年 6 月， 首届上千名农村小学

教师定向培养对象，经过 5 年的学习和培

养，即将离开学校，走向神圣的三尺讲台。

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有幸成为第一

批吃“免费大餐”的定向生？当初报考的动

机是什么？ 这五年来，他们在学校过得还

好吗？ 毕业后，他们将赴由县市区教育局

按照协议安排的乡镇以下小学任教 5 年

以上。 他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3月 7日至 13日，本报记者历时 7天，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 吉首大学师范学

院等院校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 截止 3月

13日下午 6点，共收回 197份问卷，其中有

效问卷 191份。

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生源是报考定向的主体，

并呈现三个特点：

家庭收入偏低者。调查显示，90%的受调查学生进入

小教大专班之前，都居住在农村，其中 79%的受调查学

生父母为农民或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收入偏低。 因为家

境的窘迫，“上学不用交学费，为父母减轻负担”成了受

调查学生报考定向生的首选，与此相比较，想成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的选择比例不到 25%� 。

希望孩子能稳定就业。 受调查的学生家长，一般学

历层次偏低，他们不希望孩子一辈也像自己一样，吃没

文化的亏，所以在孩子报考第一志愿的时候，极力主张

孩子报考定向师范生。 甚至有许多家长在子女填报志愿

时，还采取了强硬的包办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子女可

以实现稳定就业。

继承爷爷或者父亲的“旧业”。 调查显示，有 10%的

学生希望能继承爷爷或者是父亲的“旧业”。 吉首大学师

范学院田娅男说：“能成为第一届免费培养定向师范生，

是受爷爷的影响。 爷爷在村里算是德高望重和知识渊博

的老人， 我从小在他的熏陶下成长， 梦想成为一名教

师。 ”

95%的受调查学生在中考前将定向师范生作为自己

的第一志愿，但他们当时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甚少：不了解

的占 80%，了解一点的占 12%，完全了解的仅仅占 3%。

教育界有关人士表示，免学费和学杂费的定向教师培

养，最能吸引农村家境贫寒、上不起高中和读不起大学的家

长，但不一定能保证这些学生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

调查显示，65%的学生有终生从教的愿望，21%的学

生表示目前尚未确定，14%的学生明确的表示服务满 5

年，则另谋职业。

定向生培养政策规定“受资助的学生应在乡镇以下

小学任教 5 年以上”，但就调查的结果来看，同学们的就

业心理能在乡镇以上小学任教更是他们的上上之选，

10%的人选择省城小学，69%的人选择乡镇小学，21%的

乐意去乡镇以下的小学作为自己教学成长的发源地。

缘起师范教育边缘化

农村学生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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