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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多维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必先实现乡村教育振兴，
而
乡村教育振兴离不开一支精良的乡村教师队伍。那
么，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情况如何呢？西南大
学唐智松教授领衔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一书
对 此 进 行 了 解 答 。 该 书 以《乡 村 教 师 支 持 计 划
（2015-2020 年）》
（以下简称《支持计划》
）的政策框
架为基础，
直指其执行状况及舆情反映，
进而针对进
一步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独到见解。全书
包括上中下三篇，涉及 11 个专题。上篇对《支持计
划》的落实举措、舆情反映做了监测、评估；
中篇对支
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职业情怀、职业支持、职业作
用、业余生活、专业发展路径做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及
评估；
下篇对乡村教师研究进行了梳理，
对利用信息
化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门的讨论。
理论指引，循证而研。该书从大教育观的角度
对乡村振兴下的乡村教育发展进行剖析，将研究目
光聚焦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上。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既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层
面对乡村教师建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保障，又
需要乡村社区及学校层面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
职业情怀、职业支持、职业作用和业余生活、专业发
展路径等方面的保证，当然还需要教师个人层面发
挥自主性、抓住机遇、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为
了确保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课题组根据负责人的总
体部署，确立以西部及中部地区曾经的国家级连片
贫困区为调查对象。把课题组成员交叉组织成 6
个小组，历时 3 年多，对 30 多个县的 300 多名教育
行政人员，约 300 所乡村学校的 4000 多位乡村教
师进行问卷调查或个别访谈。课题组运用数据处
理工具分析各研究主题的调查结果，结合人口学的
推拉理论、社会学的支持理论、经济学的人力资本
理论、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文化学的文化模式
理论等进行较为深入的系统分析，保证了统计结
论、问题归纳、原因分析和问题解决建议的科学性。
宏微并重，深化细节。
《支持计划》涉及乡村教
师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该书从宏观上对《支持
计划》落实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亦即落实《支持
计划》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乡村教师对《支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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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考察乡村教师居住环境等。
追根问底，鞭辟入里。该书的研究不止于实证
结果，而是要进一步探寻缘何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样
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最大程度规
避不良影响。在上篇对《支持计划》落实状况给予评
判的基础上，中篇聚焦了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
五项关键要素，
即职业情怀、职业支持、职业作用、业
余生活及发展路径。这五项要素关系到乡村教师
“下得去”
（具有从事乡村教育的职业情怀）、
“ 留得
住”
（形成支持从事乡村教育的职业支持力量）、
“用
得上”
（能够发挥新时代乡村教师的职业作用）、
“活
得好”
（让乡村教师过上有内涵的业余生活）、
“能发
展”
（有效实现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的问题，
对这五
项要素的研究兼顾了现状、问题、成因及建议，提出
的建议可助推较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紧扣时代，指向未来。乡村教师之于乡村的意
义不止于教育方面，更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乡
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教师研究理应紧扣时代需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唐智松、徐爱斌、王
要。专题五从乡村教师职业视角出发，对乡村教师
丽娟/著，
定价：
84.00 元
职业作用进行详细划分。乡村教师在校内的作用
划》的舆情反馈偏好。但作者也发现其存在诸如
体现在乡村学生成长和乡村学校发展方面；乡村教
《支持计划》政策文本学习宣传不够、经费及配套困
师在校外的作用涉及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社区治
难、紧缺学科（课程）教师难以配齐、全员培训效果
理、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群关系等方面。专题九
一般、教师交流形式单一等突出问题。对乡村教师
从全球背景与时代特征出发，对新时代乡村教师使
职业情怀、职业支持、职业作用、业余生活、专业发
命进行了分析，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理应
展路径效能的系统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职业情
也能够承担乡村学校教育、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政
怀、职业支持、职业作用均处于基本合格状态；业余
治经济建设、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时代重任。此
生活的内容与质量不甚理想，专业发展的路径虽然
外，该书还关注到信息化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影
众多但有效利用却不甚理想等。微观视角的切入
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好了，乡村教育才会振兴，
体现在对乡村教师日常工作、生活细节的关注。比
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才有保障。
如，专题六选取乡村教师的业余生活开展研究，对
该书语言质朴，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既植根乡村
乡村教师的时间分配、业余爱好、身心状况等进行
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
又遵循理论逻辑，
还顾及
调查，希冀乡村教师的业余生活更加理性、科学。 乡村振兴、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做到了“察人
再如专题三对乡村教师职业情怀的研究极其注重
所未察、究人所未究”
，
适合关注乡村教育、关心乡村
挖掘乡村教师真实想法，关注被访谈对象的面部表
教师的研究者，
乡村教育管理者及一线教师阅读。

石头沟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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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刘云霞的长篇小说《石头沟》，
让人欲罢不能。
2019 年秋，在为本书作者散文集《风中的祖
母》写跋时，曾去过她家乡“石头沟”。那山峦石坝、
沟壑溪流、田畴竹林，特别村民们质朴简单的生存
状态，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静夜里，读着作者发来的书稿，徜徉在这有着
浓郁感情色彩的文字之中，不知不觉又走进了“石
头沟”。随着书中故事情节的推进，随着主人公命
运的起伏，渐渐让人心生叹息，乃至有些伤感唏
嘘。掩卷之后，不由陷入久久的沉思。
这是一部作者的呕心之作。
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本书以石头沟为典型环境，以白薇和白龙姐弟
跌宕的命运为主线，
历史与现实交织，
家庭与学校交

融，
城市与乡村交映，
以深沉的情感，
冷峻的笔调，
描
写了乡村老人，
特别是单亲儿童、留守少年的生存境
况和成长历程。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是一
部纪实文学，
只是作者采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而已。
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教育和
医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改革开放以来，身强力壮的农民，纷纷离开乡
村，奔向城市。但如此一来，在乡村形成大量的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成了社会的边缘化群体，
其生存境况，
也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痛点。
关注乡村留守老人，特别是单亲儿童、留守少
年的生存境遇，了解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他
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疏导，使他们能健康成
长，这是摆在每个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一个极其
严峻的问题。作者是小学一线教师，曾长期在乡村
工作，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单亲儿童和
留守少年的生存境况，
有着切肤之痛、刻骨之殇。
曾听作者讲过写作本书的初衷：她母亲早殇，
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里，与年幼的弟弟相依相伴。
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塞满了人世的沧桑和人生的苦
难。聪明好学的她凭着自己刻苦努力，跳出了农
门，离开了贫穷的“石头沟”。而弟弟则缺少应有的
照拂和关心，小小年纪便辍学离乡外出打工，在一
次偶然的事件中死于非命！
弟弟的猝然离去，令她悲痛欲绝，肝肠欲裂。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神情恍惚，身心俱疲，陷入了深
深的自责和抑郁中不能自拔。当她从巨大的悲痛
中走出来后，她不停地反思和追问：造成弟弟鲜活
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原因是什么？是家庭？是学
校？是社会？是他人？还是弟弟自身？没有一个

明确的答案。
她决心用自己和弟弟的成长经历为素材，
将这类
儿童和少年的生存境况用文学形式表述出来。儿童
是祖国的未来，
少年是民族的希望。她希望能用自己
的作品，唤起家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乃至整个社
会，
对单亲家庭儿童、
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
进而积极
作为使他们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能更健康快乐地成
长——从这个意义上讲，
《石头沟》与我们并不遥远。
忍着难言的伤痛，带着辛酸的泪痕，几年来，作
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本 30 万字的书，她竟然
写了整整 6 年！
作为全国优秀班主任、重庆骨干班主任与知名
作家，作者不是在简单地追忆、叙述与倾诉。她始
终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教育意识，那就是关乎人的生
存与生活，关乎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关乎人的尊严
与价值。如此大胆、理智、坦然的文字表现，不管是
不是她历尽艰辛的自我解读，但相信一定融入了作
为有良知有担当的教育工作者的所思所悟所感。
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情感细腻，
坦率真诚。看得出，尽管作者心底含悲，但她抑扬
有度，不忸怩作秀，也不虚张声势。这样的文字，自
然会让人产生共鸣。
此外，本书对时代变迁、自然生态、校园生活、
青春早恋、抑郁自卑、敏感叛逆、人际危机等方面，
有比较详实的展现，以及较为丰满的人物塑造。对
涉及诸如杀年猪、打扬尘、猪儿粑、抬轿子等不少乡
风民俗，还有老城风貌、绿皮火车、货载客、揽载、盖
匠瓦匠等历史印记，以及均衡教育、自信自律、女性
成长与精神独立等方面也有清晰且深刻的呈现，从
而对其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来说，构成了最重要的支
撑。相信该书对于家长和教师、青少年学生，乃至
整个社会，都有较强的启迪意义，也会有难得的阅
读体验。同时，目前社会上对历史变革中的本土教
育进行纪实性反思的优秀作品也不多，这也正是本
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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