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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師管理體制改革
建設高素質的教師隊伍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如果

說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師就是基石的奠基者，

教師隊伍建設對於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意義重大。日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

員會調研組，就「深化教師管理體制改革」先後赴吉

林、遼寧兩省開展專題調研。委員們用6天時間分組

考察22所學校，包括中小學、高校和職業院校，召開

25場不同範圍的座談會，同教師、家長、學生代表、

教育領域專家學者和學校管理人員進行交流。委員們

表示，應進一步在健全師德師風建設、提升教師專業

素質能力、完善教師准入和編制制度、優化教師隊伍

結構、深化職稱和考核評價制度等方面，加強組織領

導，強化經費保障，全面確保政策舉措落地見效，努

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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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宣講團赴新疆舉行宣講活動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近日，全國
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分黨組赴北京航
天城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實踐活動，召開分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第四
次集體學習。
委員們在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實地參觀
了航天飛行訓練模擬器、試驗艙、航天員系
列化功能服裝、航天食品等，了解了航天員
日常模擬訓練情況，並與航天員楊利偉、翟
志剛、張曉光、劉洋座談交流。
全國政協委員、航天英雄楊利偉是中國培
養的第一批航天員，2003年他執行神舟五
號飛行任務實現了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
成為中國進入太空的第一人。航天英雄翟志
剛於2008年執行神舟七號飛行任務，是中
國首位完成太空出艙任務的航天員。談到初
心使命，翟志剛說：「隨着中國載人航天事
業的不斷發展，任務越來越複雜，對航天員
的要求越來越高，我有信心以最好的精神狀
態，最好的技術狀態，最好的身體狀態，去
迎接新的任務，為祖國的載人航天事業再作
新貢獻。」
「1988年8月8日，面對鮮紅的黨旗，我

舉起右拳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1998
年 1月 8日，我作為首批航天員，面對國
旗，莊嚴宣誓，為祖國的航天事業奮鬥終
身。2013年，我與聶海勝、王亞平一起執
行神舟十號飛行任務……我用15年堅持不
懈的努力，換來了在太空中15天的安全飛
行。」全國政協委員、英雄航天員張曉光回
憶道。

談到未來，張曉光說：「長風壯我英雄
路，再上神州舞蒼穹。空間站建設的號角已
經吹響，我們將繼續堅守初心，砥礪前行，
為祖國的空間站建設繼續作貢獻。」
英雄航天員劉洋說：「這個世界上總有一

項事業值得付出與奉獻，哪怕付出的是生
命，對於航天員而言，這項事業就是祖國的
航天事業。」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分黨組副

書記、駐會副主任劉曉冰表示，文化文史和
學習委員會分黨組這次學習的重要內容就是
開展革命傳統教育。「航天員特別能吃苦、
特別能奉獻的精神，航天人矢志不渝、永不
懈怠的精神狀態，需要我們在『守初心、擔
使命，找差距、抓落實』中認真學習、深刻
對照、努力踐行，用實際工作弘揚航天精
神。」劉曉冰說。
「作為一名軍人，通過航天員們的經歷真
切體會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生動
的、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作為政協委員，
要以這次學習為動力，向航天英雄學習，弘
揚航天精神，為了強國夢、強軍夢不斷奮
鬥。」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大學原副校長畢
京京表示。
「要把感動轉化成激勵，更好地引領和提
升當下音樂創作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更
加自覺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握時代脈
搏，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出更多
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協分黨
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韓新安表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
心的黨中央對教育工作和教師隊伍建

設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中共中央、
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
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教師法等有關法律和
中央文件均明確規定，義務教育教師平均
工資收入水平不低於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
收入水平；2018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又
專門印發文件，明確了義務教育教師與當
地公務員工資的比較口徑；2018年機關事
業單位基本工資調標時，義務教育教師還
比公務員多增16%。

讓教師們捧上金飯碗
工資的事兒很重要，建設高素質的教師隊
伍，最直接的措施就是用更好的待遇來吸引
人才。
「你們工資待遇跟公務員比怎麼樣？」在

瀋陽大學新民師範學院附屬小學舉行的座談
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房建國問道。
「工資是一樣的，我們還有年終績效工
資，平均下來月收入有一萬吧。」該校校長
李曉杉說。
「他們的工資超過我。」坐在一旁的新民
市副市長李曉萌告訴調研組，新民市公務員
平均工資收入大概6,000多元，「老師就應
該掙得多。」李曉萌說。

當前，東北經濟持續放緩，財政一直面臨
較大壓力，但委員們在調研了不少學校之後
發現，教師的待遇保障並沒有受影響，尤其
在基層，老師們的滿意度普遍較高，這是一
個讓人欣慰的現象。
越到基層，越需要通過收入保障來穩定教

師隊伍，調研組了解到，在支持保障和提高
教師待遇上，兩省都下了不少功夫。吉林省
財政廳負責人介紹說，吉林對15個貧困縣
（市）農村中小學工作的在編在崗教師給予
每月300元或500元的生活補助，去年一年
就補助了近一億元。遼寧省教育廳負責人介
紹說，今年，省教育廳、省財政廳對農村教
師根據艱苦邊遠程度進行差別化補助。為保
障政策落實到位，今年下半年省級財政擬投
入專項資金6,440萬元，對15個貧困縣實施
定額補助，目前工作正在落實中。
真正讓教師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就應該

讓教師們捧上金飯碗，在委員們看來，中央
財政應該進一步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解決部
分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教師工資待遇的不平
衡問題。

鄉鎮學校職業吸引力弱
待遇有保障，基層中小學教師崗位是不是
會更有吸引力？答案卻並非如此。
「我們去年招了4個大學生，為留住他

們，什麼招都想過，解決住房、安排培訓，
還幫忙介紹對象。」長春市農安縣德彪小學
教學校長孫建國表示，德彪小學地處城鄉結
合部，是一所百年老校，有寬敞的教學樓和
綠樹成蔭的優美環境，但是，即便硬件條件
很出色也依然難以吸引人才。「這裡教師的
平均工資高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儘管
如此，我們依然招不到多少年輕大學生。」
孫建國說。
「去年我們縣統一招聘130多個教師，其

中音樂、體育、美術教師有24個崗位，但
只招來了一個。」農安縣教育局副局長田成
明無奈的說：「跟招聘門檻沒關係，是報名
的人少，我們跟長春市的一些學校一起招
聘，很多人就選長春市了。」
培養能扎根鄉村的教師隊伍，是國家走向

富強的必然條件。在調研組看來，為解決基
層尤其是農村學校的師資力量問題，國家層
面已經出台了不少政策，當前還需要繼續深
化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解決好這個難題。

政策雖好 重在落實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全
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從
師德建設、培養培訓、管理改革、教師待
遇、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設高素
質教師隊伍的政策舉措。不過，要讓好政策

轉化為教師隊伍和學生們的獲得感，還有一
段很長的路要走。
當前，全國中小學教職工編制總量已經

不小，但由於人員編制隨生源變化調整不
及時，導致不同學段之間、城鄉之間、東
西部之間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遼寧省瀋
陽市朝陽一校瀋北分校的學校負責人介紹
說，60多個教師裡，40個是非在編的。瀋
北分校所在的瀋北新區是一個新區，編制
調整的速度趕不上人口流入的速度，而
且，這種城鄉學校之間超員與缺員並行的
情況比較多。
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研究院副

院長劉善槐為此做過調查，在座談時，他對
調研組說，針對這些問題，建議教師編制單
列管理，設置科學化的配置標準，並提高編
制使用效率，包括跨校流轉和多校共享。
對於跨校流轉，「縣管校聘」是一條重要

的途徑。「我們已經有7個縣出台縣管校聘
的方案，這涉及原來的招聘管理職能調整，
相關部門已經形成共識，正在推進的過程
中。」遼寧省教育廳副廳長花蕾回答說，原
來農村中小學編制是核定到學校的，現在則
是以縣為單位來核定，核定後就可以在學校
之間調配編制，可以更靈活運用，解決結構
性缺編問題。
委員們認為，落實意見精神，地方在落實

上還存在一些困難，對「縣管校聘」的認識
還有待進一步統一。「縣管校聘」如何解決
好人事管理與教育發展匹配的問題，在促進
流動的同時如何完善對教師的約束和激勵措
施、穩定教師隊伍，都需要進一步探索。

基層學校教師年齡結構老化
除了編制，調研組了解到的另一個突出問

題是基層學校教師年齡結構老化。「我們去
的一個學校好些年沒招人，30歲到40歲之
間的教師幾乎沒有，等下一次招聘時可能又
一下子進來好多。」全國政協常委李曉安認
為，教師隊伍招聘要分梯次，年齡要均衡，
不然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矛盾。
在全國政協常委牛汝極看來，各地落實中

共中央國務院上述意見還存在不平衡、不深
入的情況，房建國常委則建議從國家層面抓
緊出台貫徹這個意見的實施細則，以便地方
更好抓好落實。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副主任尹蔚民很關心教師隊伍的師德師風建
設，他認為，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最重要是政
治引領，要加強教師隊伍黨的建設。

弘
揚
航
天
精
神
勇
擔
時
代
重
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
者應江洪新疆報道）日前，全國政
協重大專項工作委員宣講團第二主題
宣講活動首場報告會在新疆舉行。全
國政協宣講團成員、全國政協文化文
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劉佳義以《人
民政協的歷史貢獻和新時代的新使
命》為題作宣講報告。報告會採用遠
程視頻宣講形式，設主會場和118個
分會場，約8,500人參加。
劉佳義深入解讀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把推動人民政協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發揮好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作
為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的
重要論述精神，並結合人民政協產生
和發展的歷史，集中梳理近年來人民政協理論和實踐成
果，重點介紹黨對人民政協的全面領導、委員隊伍建
設、新方位新使命、履職的中心環節、專門協商機構等
五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加強思想政治引領 廣泛凝聚共識
自治區政協主席努爾蘭·阿不都滿金主持報告會。他
表示，要以此次宣講活動為契機，堅持把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統攬政協工作的總綱、武裝
頭腦的靈魂，牢牢把握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加強
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治
疆方略特別是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在維護社會

和諧穩定上勇擔當、在落實新發展理念上獻良策、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上善作為、在鞏固深化民族團結上作表
率，以服務穩定發展的優異成績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
年、迎接人民政協70華誕。
成立宣講團並開展宣講活動，是全國政協學習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重要論述的一
項重要工作。按照有關工作部署，今年全國政協辦公廳
組建3個主題宣講團，第二主題宣講團來新疆等地政協
深入宣傳解讀人民政協和統一戰線在建立新中國、建設
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壯麗實踐中所作出
的歷史貢獻和取得的寶貴經驗，充分展現中國新型政黨
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的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

■■基層學校面臨着教師年齡結構老化的現象基層學校面臨着教師年齡結構老化的現象。。圖為安徽和縣九旬老人葉連平在圖為安徽和縣九旬老人葉連平在「「留守未成年人之家留守未成年人之家」」給孩子們上課給孩子們上課。。
新華社新華社

「福生無量·道冠丹青」誠青道人書畫展京開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趙一

存北京報道）16日，為獻禮中國70華誕，
一場展現道家文化的書畫展亮相北京恭王府
博物館抱廈展廳，共展出全國政協委員、中
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唐誠青創作的書畫作品50
餘件。唐誠青表示，此番為慶賀新中國成立
70周年，特意將畫展取名「福生無量·道冠
丹青」，就是希望為天下蒼生祈福。他還表
示，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堅

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堅持把中國精神、中國
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要堅持用明德引領
風尚。據悉，此次誠青道人書畫展將持續至
8月31日。
此次書畫展集中展示了唐誠青道長近年來

創作的精品50餘幅，其中包括手繪長卷、
精品扇面，以及手卷作品等。內容涵蓋梅蘭
竹菊等植物花草的畫作，以及筆墨紙硯的情
景式書畫作品，創作內容以道教文化為核

心，展現新時代道教藝術家記錄新時代，勾
勒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創作精神。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唐誠青
表示，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教
堅持文化自信，就是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
傳、為時代明德，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
中國力量闡釋好，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
據介紹，唐誠青道長長居四川省青城山

天師洞已30餘年，在教務之餘酷愛書畫丹
青，轉益多師，為四川籍國畫大師張大千
大風堂再傳弟子，尤擅大寫意花鳥畫，以
梅蘭竹菊清雅脫俗超逸雋永的畫風著世。
多次在海外舉辦繪畫作品展，出版有《誠
青道人書畫集》《誠青道人書畫精品集》
《道冠丹青·誠青道人書畫精品集》等畫
冊。2009年被文化部授予「弘道書畫藝術
大師」榮譽稱號。

■■全國政協宣講團日前在新疆作宣講報告全國政協宣講團日前在新疆作宣講報告。。圖為報告會現場圖為報告會現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唐誠青作品唐誠青作品《《竹菊手卷竹菊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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