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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姚开才

“希望还能分来几位年轻教师”

【现场镜头 】8月17日 ，洞口县石江
镇拱桥完小教学楼维修、 改扩建工程建
设正在进行。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拱
桥完小教学楼，因年久失修，多处地方破
损严重。最令人担忧的是，该校教师队伍
的年龄老化和整体素质偏低。

30多岁的校长王燕辉说 ：“我们学
校在编教师6人，很长一段时间，平均年
龄超过了50岁 。音 、体 、美 、英教师没有
一个。去年下半年，一位教师退休，28岁
的英语教师王素英通过招聘考试， 被分
配到这里。学校有了专业英语教师，教师
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但还是接近50岁。”

“维修、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希望还
能分来几位年轻教师。”王燕辉期待着。

教师年龄老化、知识结构性缺乏

【人大调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在“百校千师万生”大调查中发现，许多
村小和教学点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民办
转正的教师，像拱桥完小这样，教师年龄
老化、知识结构性缺乏的现象比较普遍。

教师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学科结构
看，音体美和英语、计算机教师缺乏。张

家界市农村中小学普遍缺乏音体美、计
算机、英语教师，桑植县初中20%的教师
专业不对口，缺专业教师400余人。从年
龄结构看， 农村小学教师年龄老化更为
严重。 常德市小学教师30岁以下的仅占
9.6%，45岁以上的占52.9%。邵阳县50岁
以上的教师占总数的39%。 桑植县小学
教师3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 占教师总
数比例不到10%。

年轻教师缺乏，有3大原因。
流失严重是主因。近5年，仅怀化市

流向外地的骨干教师达300多人。 高职
称骨干教师大部分流向城市和沿海，年
轻、学历高的教师不愿在边远山区任教。

补充机制严重滞后。 不少地方为减
轻财政压力， 未按照国家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标准及时补充编制， 教师编制缺编
不用、空编不补的现象比较普遍。怀化市
全市专任教师缺员达5300多人。湘潭有
的学校几年甚至10多年没有新进教师。

待遇普遍较低。 近40个县的财政对
教师绩效工资未足额兑现， 近30个县市
区在核定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时
未按国家政策执行，20个县市区未设立
农村教师补贴。

师资均衡配置改革任重道远

【记者访谈】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介
绍，这几年，为推动义务教育教师均衡配
置， 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师资均衡配置
改革试点， 出台了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均衡配置指导意见， 鼓励和引导试
点县市区统一学校岗位结构比例， 探索
建立校长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和工作任期
制度，建立新进教师、骨干教师均衡配置
与激励机制。比如，长沙市实施农村教师
定向培养计划，近3年定向培养农村小学

教师226名，每年还选派100名市直学校
骨干教师交流到农村学校带教。

实施农村初中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
养专项计划、 特岗教师计划和中小学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截至2012年，累计为
5100多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聘
特岗教师16000多人。“国培”、“省培”也
分别培训骨干教师135000多人、71000
多人， 为民族地区培训中小学英语教师
400余名。

提高教师待遇。 全面实施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在连片特困地
区和边远贫困地区设立了乡村学校和教
学点教师专项补助资金。泸溪县从2009
年开始实行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
2012年农村村片小教师、 农村中心完小
和农村初中教师每月收入分别比城镇教
师多1400、500元，农村教师年均收入达
到4.5至5万元，遏制了教师单向流动，稳
定了农村教师队伍。

王柯敏坦承， 师资均衡配置改革任
重道远。目前，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配
置不均现象仍严重， 广大农村教师结构
性缺失突出。音体美和计算机教师缺乏。
小学教师年龄偏大，队伍老化严重。

改善教师队伍状况需各方努力

【委员建议】如何加强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非
常关注。

田平莲委员建议， 加大贫困地区教
育经费投入， 对贫困地区的教师待
遇、 职称评定、 教师配比等高看一
眼，厚爱一层。

崔玉芳委员认为， 首先要解决
的是提高教师的待遇问题， 要让边
远地区的教师待遇高于发达地区。

刘克利委员建议， 利用教育附加费
或类似方式， 建立教师工资基金和工资
专户，统筹教师工资来源，保障城乡义务
教育教师的收入， 以促进教师队伍的稳
定和改善。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杨娟娟建议 ，
出台政策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
加大向贫困地区定向培养教师计划的政
策倾斜力度。降低特岗教师门槛，优先挑
选本地教师，以便留住人才。改善农村食
宿和加强学校的师资管理。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讨论中 ，
呼吁省政府组织省编办、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重新修订编制实施意见， 实现农村
学校和城市学校、初中和小学、学校和教
学点的教师编制科学配置。

建立农村学校教师岗位津贴制度 ，
推介泸溪县的做法， 大幅提高农村学校
教师岗位津贴，确保农村教师进得来、留
得住。 完善教师社会保障与大病救助制
度，对教师定期免费体检。加快农村教师
周转房建设， 为农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
师生活、恋爱创造条件。

建立教师补充、退出机制。针对教师
结构化矛盾，尽快出台定期、按需、有计
划补充中小学教师的硬性规定， 重点解
决音体美等专业学科师资短缺和边远山
区教师缺编的问题。 对于年龄偏大不能
适应现代教育教学要求、 因伤病不能坚
持正常教学的教师可以自愿提前离岗离
编， 或者转岗从事寄宿制学校教辅管理
工作。

本报8月 25日讯 （记者
陈薇）8月23日，省文联第九届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长召开，
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出席。会议
传达贯彻了中国文联九届五
次全委会精神，并为我省获得
全国文联系统先进集体（省文
联《创作与评论》杂志社）、全
国文联系统优秀集体（株洲市
文联）及全国文联系统优秀个
人（怀化市文联杨少波）颁奖。
会议根据省委提名，增选唐成
红当选省文联第九届副主席。
省文联主席团还聘请彭见明
为省文联第九届名誉主席。

本次会议在总结省文联

上半年工作的同时，也对其下
半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为了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五部
委下发的“节俭”通知，省文联
也拿出了具体举措。 据悉，在
即将举办的“省文联成立60周
年系列文艺活动”中，为了节
俭开支，省文联将以往的“纪
念大会”、“文艺晚会”及“60周
年成果展览” 合并为一台晚
会，不请明星大腕，所有节目
将由省文联的文艺家自编自
演；而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
周年”所举办的美术、书法、摄
影等展览将不设置奖项，取消
奖金。

本报记者 陈惠芳

“有一种伟大源自平凡，
有一种崇敬源自坚守。斑白鬓
发，诉说着岁月沧桑；粗糙手
掌，抒写着无悔人生……”

这是一份普通的颁奖词，
授予10位“十佳教师”。“十佳
教学能手”、“十佳班主任”、

“十佳校长”也上台领奖。他们
都有各自的颁奖词。

没有鲜花，只有掌声。没有
繁杂的程序，只有绶带与笑脸。

8月23日， 在汉寿县一中
龙池讲堂，2013年教师节表彰
暨教育捐助大会正在进行。

“四个十佳” 成为了被追捧的
主角。 他们的粉丝， 就是熟
悉的同事、 学生， 就是支持、
关心教育事业的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

围绕着“不让一个学生因
贫失学”的目标，汉寿县委、县
政府大力倡导“尊师重教”，整
合捐助资源与途径，成立教育
助学中心，并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教育捐助活动。当日，现场
捐助400多万元。 这些款项全

部打入捐赠账户，用于学生和
教师的资助与奖励。刚刚被授
予“十佳教学能手”的南岳路
实验学校教师刘向前，对记者
说：“当一名教师， 责任重大，
也很光荣。”

今年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
的邱雨菲， 家住汉寿县酉港镇
先富村。家境不好，父母都有病
在身，今年大旱遭了灾。当高考
中榜的喜讯传来， 全家人却犯
了愁。没钱读书啊。此次，邱雨
菲成为300名被捐助的贫困大
学新生之一， 获捐助5000元。
她充满感情地说：“感恩， 就是
我们此时此刻最大的感受。”

汉寿县委书记谭本仲对
即将入学的大学生寄语：“希
望你们始终保持赤子之心、感
恩之心。未来求学和成才的路
上，你们将遇到更多的风风雨
雨，县委、县政府和家乡的父
老乡亲、爱心人士将是你们的
坚强后盾。”

大学新生走了， 辛勤培
育的园丁留了下来。 人生道
路向前延伸了， 热切的期待
留了下来。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我校教师平均年龄近50岁”
———问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之四

省文联提倡节俭有举措

特别的颁奖词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者
日前从湖南省博物馆获悉， 该馆申报的
《新型无酸纸质材料对古籍保存的影响
研究》项目成功获得文化部立项资助。这
一项目的推进，有望解决我国3000万珍
贵古籍的保护问题。

项目负责人王宜飞表示，项目将利用
现代纸张进行分析、检测、评估和加速老
化对比实验，对新型无酸耐久纸质材料对
古籍保存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研究。

目前， 全国现存古籍文献3000万
册， 湖南所藏的古籍文献约200万册，有
三分之一的古籍因保存环境恶化， 存在
虫蛀、水渍、脆化等问题而亟待修复。

针对古籍保护的困局， 王宜飞领衔
的课题组将把新型无酸纸质材料应用到
古籍保护中， 利用无酸纸质材料耐久的
属性，将古籍和酸性气体隔离开来。项目
还将从博物馆、 图书馆古籍存放库房的
环境入手，对光照、气温、粉尘、除霉等进
行监测和控制，实行“预防性保护”，提升
保护的效果和效率。

“预防性保护古籍”
获文化部立项资助

古籍保护困局
有望破解

8月24日，《拥抱自然 美丽大泽湖———长沙湿地摄影展》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开展。大泽湖湿地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金
星大道东侧，东邻湘江，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浅水沼泽类湿地，也是不少冬候鸟越冬地和夏候鸟的繁殖地。本次摄影展展出了
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多位摄影家6年来拍摄的大泽湖生态和鸟类图片。8月25日至9月2日，展览将移至省图书馆展出。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本报8月 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刘伟 ） 严格
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压
缩外出考察规模……记者今
天从省司法厅获悉， 该厅连
日来先后召开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会、 厅务会， 分析
了通过调研、 座谈、 发函等
形式收集的意见建议， 进一
步明确了8个方面的重点整改
事项， 其中部分事项已完成
整改。

目前， 省司法厅正在抓
紧修改厅机关公车管理制度，

组织开展以规范警车使用管
理为主题的集中督察， 对领
导干部私驾公车、 违规使用
警车等行为， 依规依纪追究
责任； 严禁以监所布局调整、
基础设施建设之名， 扩建、
迁建、 购置楼堂馆所。 8月19
日， 省监狱管理局局长、 省
劳教 （戒毒） 局局长这两名
厅党组成员主动退出了在厅
机关的办公用房； 在压缩外
出考察规模整改中， 1名厅领
导主动放弃已批准列入出国
考察的任务。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省司法厅明确整改重点
省监狱局局长、 省劳教局局长主动

退出在厅机关的办公用房
1名厅领导主动放弃出国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