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泸溪县始终把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抓手，
加大教育投入，创新教师管理模式，优化
城乡教师配置，加强城乡师资队伍建设，
促进了全县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走出了一条师资队伍优化、 城乡教育发
展均衡的新路子。

一、实行“三个倾斜”，提升教师的获
得感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重点扶持的
深度贫困县，泸溪县坚持“抓教育就是抓
经济、抓教育就是抓脱贫”的发展理念，
出台文件，建立健全教育经费投入保障、
教育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奖励名优教师
等机制。实施“三个倾斜”政策，提高教师
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提
升教师幸福从教指数，树立教师献身、终
身从教坚定信念。

实行农村教师经济待遇倾斜政策。
每年斥资 1200 多万元，优先全额落实农
村教师绩效工资每人每年 14140 元。 此
外，2009 年起实行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
度，全县农村学校有 1577 人享受农村教
师岗位津贴。

实行教师职务评审向农村教师倾斜
政策。 要求城镇学校教师晋升职务、参评
特级教师、评选县级以上优秀教师等，须
在农村学校任教一年以上。

实行农村教师评优评奖倾斜政策。
评选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
作者时，80%的表彰指标向农村教师倾

斜。 每年有 300 多名坚守岗位、倾心奉献
的农村教师受到各级政府表彰奖励。

二、推行“三项工程”，全面提升教师
幸福感

实施农村教师公转房建设工程。 按
照“政府统筹、个人垫资、产权公有、以息
抵租、周转使用”的原则，全面实施农村
中小学教师公转住房建设工程。

实施农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工程。 从
2010 年起， 泸溪县将农村中小学教师住
房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2012 年，教师
实现住有所居。 从 2010 年起，泸溪县开
展人才引进全日制师范类研究生、 重点
师范院校本科毕业生到高中学校任教，
均提供一套工作住房。

实施教体优化工程。 实施了以教育
“四大工程”和“全面改薄”工程为内容的
教体优化工程。 五年来， 累计投入资金
29702 万元， 新改扩建校舍面积 8.75 万
平方米， 全面改善教师办公条件和学生
入学环境，教师的幸福感、归属感进一步
增强。

三、强化“三个建设”， 提升教育质
量和内涵

强化校长队伍建设。 泸溪县于 2016

年制定下发《中小学校幼儿园干部管理
办法》，建立校长遴选聘任机制，实行城
乡双向交流， 先后从城区名优学校选拔
20 余名优秀副校长到农村学校担任校
长;分批派送农村学校校长赴北京、上海
等地进行业务培训和考察学习;借助高校
资源，对农村教师实行定单式培训打造。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在推动教
育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泸溪县通过三
个方面的工作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长、
提高了教师整体素质、 提升了教育教学
质量。 第一、评选表彰优秀教师。 设立政
府教育奖励基金，泸溪县委、县政府隆重
召开教育表彰大会， 泸溪县财政每年安
排资金 500 万元奖励优秀教师、 教育工
作者。 每两年组织一次县级学科带头人
评选，实行滚动式管理，实行特殊岗位津
贴制度，每人每月享受特殊津贴 300 元，
所需经费由县财政列支。 对做出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教师，按规定破格晋职晋级。
第二、开展教师全员培训。 泸溪县教体局
每学期选派 10 名以上中青年高中骨干
教师到长沙名校跟班学习， 接受新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每年选派 5 名以上

中小学正、副校长到省外名校挂职学习，
提高教育管理水平。 实施“国培计划”，建
立乡镇艺体教师无校籍走教制度， 组织
州县学科带头人、 优秀骨干教师送教送
培,分片区对全县中小学校教师进行全员
轮训。 第三、实行城乡学校结对帮扶。 提
升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就要把城镇
优质学校的办学理念、资源引入农村。 泸
溪县实行“捆绑式”支教制度，把城镇优
质学校的办学理念、资源引入农村，每所
城镇学校对口支教农村学校时， 将对口
支教学校纳入城镇学校的考核范围。 从
而，提升城镇学校教师的积极性。 每年选
派 100 名乡镇中心完小的教师到片村小
任教，每学期组织 6 名农村中小学校长、
20 名农村中青年骨干教师到教育发达地
区的名校挂职或跟班学习。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泸溪县强化师
德教育，先后开展“树三品、献三爱、创三
优”“争当四有好老师”等活动,使教师人
人争当标兵。 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有
偿家教专项治理等活动， 有效遏制了各
类办班行为，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通过改革创新教师管理模式， 全县
教师队伍结构整体优化， 教师素质不断
提升，城乡教师合理流动，为提高农村教
育质量和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教育振兴硕
果累累：先后荣获“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县”“湖南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先进县”等 500 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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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事一箩筐学在中国

我刚来到中国留学时， 遇到了一
些困难， 因为生活中需要一直说汉语，
这对我来说比较麻烦。 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 我与人交流都要手舞足蹈地比
划。 在学习方面困难也不小， 因为有
几门课我需要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
而我总是赶不上中国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进度。 不过， 慢慢地， 这些困
难成了我生活的日常调味品， 我的汉
语水平也不断提高。

在中国的日子里， 除了学习以外，
我还去了很多地方旅游。 比如， 我去
桂林和呼伦贝尔参加过孔子学院组织
的语言实践活动， 这让我对中国的风
土人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也去过北
京的很多地方， 比如颐和园、 圆明园、
国家博物馆等。 当然还有长城， “不
到长城非好汉”， 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个

“女汉子” 了。
我觉得在北京最有特色、 最有意

思的事， 还是逛胡同， 而且要逛有老
北京风情的胡同。 胡同里人很多， 我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分享喜悦，
玩得特别开心。 我坐过很有特色的人
力三轮车， 在我们埃及没有这种车。
我还去过一户很热情的中国人家里学
习包饺子， 学了两个小时， 但我做得
不好， 包的饺子全都露馅儿了。 我想，
随着我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长， 我的
饺子一定会包得越来越好。 毕竟， 一
个连饺子都不会包的“中国通”， 听起
来就不像那么回事。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留学生 小丽

我想当个“ ”

权威发布

高考成绩被更多国外院校认可
启德教育集团日前在京发布的《中

国留学市场 2018 年盘点与 2019 年展望
报告》（下称《报告》）称，越来越多的国外
高校认可中国高考成绩。

《报告》显示，2018 年 10 月，英国老
牌名校伯明翰大学宣布接受中国学生使
用高考成绩申请本科课程。随后，英国莱
斯特大学、邓迪大学、肯特大学等也陆续
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

而在加拿大， 医博类排名前 8 以及
综合类排名前 3 的名校本科申请均把提
供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必要条件。 中国学
生青睐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要
求， 中国学生申请 2019 年秋季入学，必
须递交高考成绩， 否则须提供至少 3 门
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成绩。

目前，澳大利亚有 24 所高校认可并
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澳大利亚“八大”名
校中已有 7 所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申请本
科课程。 大部分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澳
大利亚高校， 都要求申请人的高考分数

至少要达到本地录取二本线以上， 其中
“八大”名校要求一本线以上甚至更高。

海外名校申请竞争加大
对比 2017 年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来

看，在 2018 年总录取率方面，美国 8 所
常春藤大学在录取率上都呈现了下降趋
势， 可见海外名校申请的难度正在逐渐
加大。

对中国学子常选择的留学目的国加
拿大来说， 由于其知名高校的招生规模
无明显增加， 但国际学生申请人数不断
上涨， 中国学生在申请时面对的竞争日
趋激烈。

随着英国申请人数逐年递增， 不少

英国院校纷纷采取分阶段录取、 多轮制
申请等政策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提前规划
和准备。 特别是 2018 年，英国部分院校
不仅提前开放申请， 而且热门专业的申
请截止时间也较以往提早了不少。

相关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各国高
校对国际学生相关英语成绩、 个人综合
能力、学术背景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申请门槛也随之提高。在此背景下，拟出
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需要将留学规划的时
间提前，准备要做充分。

各国留学新政频出
2018 年，各国纷纷推出留学新政，以

吸引各类优秀人才。

新西兰政府近期对留学生毕业后工
作签证进行了改革：获得本科或以上学位
的毕业生可获得新西兰为期 3 年的开放
性工作签证，硕士以上的申请人其配偶可
申请工作签证。 同时，未成年子女在新西
兰当地入读公立学校可获免学费待遇。

此外，自 2018 年 7 月 6 日起，英国
改革第四级学生签证， 为包括中国在内
的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该类签证申请人
简化申请材料要求； 西班牙应届毕业留
学生可申请为期 1 年的“找工作”居留，
用于在西班牙寻找工作或创业； 在中国
读书但希望在荷兰实习的中国学生，也
有机会申请荷兰实习卡， 有效期最长可
达 1 年。

有些国家的留学新政则将从 2019
年实施。 比如，从 2019 年 3 月起，法国将
施行“人才护照”，向高水平博士生直接
签发 4 年有效期的签证。 此外，留法学生
从获得毕业文凭日期算起的 4 年内，可
申请 1 年居留签证， 用于重返法国找工
作或创业。 孟禛

出国留学市场呈现三大趋势

美国“汽车”趣谈

回望 2018 年的出国留学市场，各国纷纷推出留学新政，
这些新政对中国学子未来申请出国留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开车时不能按喇叭
美国人开车很安静，开车时按喇叭被

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事。 初到美国，你会感
觉到这里人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
范。

街上行人极少
常听到刚来美国的留学生问： 怎么

街上见不到行人？ 这是因为平均每个美
国人拥有 1.5 辆汽车，出门开车是美国人

的习惯———即使去的地方距离很近。

创新教师管理模式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为例

泸溪县教体局局长 谭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