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法治思维代替 GDP 思

维，以生态思维代替经济思

维，以生长思维代替救助思

维，以确保“三边”学校能够

在乡村振兴中活下去，活得

更好。

“三边”学校：下一站的“主场”
□ 徐 明

从精准扶贫走向乡村振兴，是实

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

前后相继的重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学校特别

是各具特色的“田边、水边、山边”的

学校，既被寄予厚望，更由此迎来了

发展良机。换言之，在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广大的“三边”学校必将成为

下一站的“主场”。

“三边”学校，是我们在长期的

发展乡村教育的实践中提出来的一

个略带自创性质的概念。首先，相

比起通常人们所言及的乡村教育，

它更具有鲜活的具象感，能够更引

发社会的持续关注；其次，相比起一

般只把乡村教育当作落后、薄弱代

名词的“刻板印象”，它更具有资源

的独特性，能够更引发人们对乡村

教育的优势发现；再次，对于广大

“三边”学校的教师而言，相比起私

下里人们说起乡村教育的那种感叹

与无奈，它更具有某种自得其乐、寄

情山水的“浪漫性”。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才越来

越清晰地认识到，“三边”学校不只是

一个地理方位名词，更是一种资源优

势、发展特质和精神质态。它是教育

的根须，是文化的根脉，更是未来一

代又一代师生的乡愁地标。

也正是源于以上认识，我们才

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发展“三边”学

校早已超越了教育单一系统的范

畴，早已突破了仅仅教书育人的单

一任务，上升为文化存续、全面振兴

的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所以，

“三边”学校理所当然将成为乡村振

兴下一站的“主场”。

当前，制约“三边”学校成为乡村

振兴“主场”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

认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政

府与社会层面对“三边”学校的定位

存在摇摆性。习惯于以 GDP 思维对

待乡村学校，仅仅从经济成本角度，

而不是从乡村整体振兴角度去看“三

边”学校的去留存撤，将“三边”学校

视为单纯的包袱、负担，一旦出现生

源减少、教师流失等现象，首先考虑

撤、停、并，而不是保护、支持与提

升。这样一来，客观上导致了许多乡

村品牌学校的凋敝、乡村学校办学质

量的下滑。其实，在乡村振兴的大背

景下，发展“三边”学校不能只算经济

账，不能只算分数账，还要更多算算

政治账、文化账、文明账。另一方面，

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自身层面对“三

边”学校的发展策略存在片面性。特

别表现在思想认识上，觉得对“三边”

学校已经“照顾”很多了，再加大投入

也是浪费；在发展机会上，觉得热点

学校、重点学校的成绩大家更能够看

得见；在发展评价上，觉得一把尺子

量下去，乡村学校肯定坐在后排……

如此，客观上导致不同规模、不同区

域学校发展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也使得“三边”教师内心“凉凉”。凡

此种种，在笔者看来，既是对“三边”

学校、“三边”教师的巨大误解，更是

对中央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片

面误读。

如何应对现实挑战，让“三边”学

校真正走向乡村振兴的“主场”呢？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任务：

一是要立足当前，让“三边”学

校“活下去”，也就是切实解决好“三

边”学校的去留存亡问题。在投入

层面、管理体制机制层面和资源保

障方面，着力解除“三边”学校的后

顾之忧。既然“三边”学校发展事关

整个乡村振兴，那么理所当然要建

立健全全社会齐抓共管乡村教育发

展的管理体制机制，尤其要重点做

好“三边”学校布局规划，加大学校

发展的资源供给，以法治思维代替

GDP 思维，以生态思维代替经济思

维，以生长思维代替救助思维，以确

保“三边”学校能够在乡村振兴中活

下去，活得更好。

二是要着眼长远，让“三边”学校

“好起来”，也就是要切实解决好“三

边”学校内涵发展、整体提升的问

题。在加大投入、全面治理，让“三

边”学校办学条件、周边环境等“硬起

来”的同时，要抓住全面实施“双减”

政策的契机，以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与评价激励“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加

大从分数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的力

度，加大城乡教师与校长交流轮岗的

力度，加大“三边”教师待遇保障和专

项培训、表彰的力度，努力让“本土”

优秀教师留得住，更多优秀教师“进

得来”；努力让“三边”学生在学习中

“静下来”，在生活中“乐起来”，在生

命成长路上“跑起来”。

三是要凸显“磁性”，让“三边”学

校“亮起来”，也就是要切实解决好

“三边”学校的个性发展、特色发展问

题。一方面，要努力挖掘“三边”学校

自身的资源优势，建构充满磁性的活

力课程，不断提高“三边”学生学习的

融合性与生长性，增强主动发展、自

觉发展的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努力

发挥“三边”学校与“三边”教师在乡

村振兴与乡村文明建设中的示范性、

辐射性作用，真正让“三边”教育人成

为乡村文明的使者，让“三边”学校成

为乡村振兴的亮丽风景线。以笔者

所推动的“三边”学校实践为例，地处

茅山老区的镇江句容市茅山中心校，

扎实建构“茅山娃”课程，让地方资源

成为孩子成长的“会说话的教材”；而

地处扬子江边的镇江扬中市新坝幼

儿园，长期秉持“一沙一世界、一水一

江洲、一风一中国”的办园理念，让农

村娃娃享受不一样的优质学前教

育。这样的“三边”学校已经成为当

地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教师也成

为当地最受尊敬的人。

“活下去”“好起来”“亮起来”是

“三边”学校走向乡村振兴“主场”的

“三部曲”。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实

践证明，在我国向着全面现代化迈进

的新起点上，真正推动“三边”学校走

向“主场”最为关键的还不是投入问

题、方法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利益

攸关者的情感问题、态度问题。正如

爱因斯坦所说：“有百折不挠的信念

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

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总之我们认为，实现乡村振兴，

“三边”学校必须成为下一站的“主

场”，也必然成为下一站的“主场”。

这必将是一场考验教育工作者信心、

智慧和韧性的马拉松。为此，从现在

起我们就要做好准备、端正态度、强

化意志。对待“三边”学校，我们要

“同情”更要“同行”，要“批判”更要

“发现”，要“播种”更要“耕耘”，要“坚

守”更要“等待”。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教师

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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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如何再出发

民族复兴需要怎样的乡村教育
□ 张世霞

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已是

国家战略，然而在实践中，乡村教育

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只

有振兴乡村教育才能振兴乡村，才能

建设生态文明。笔者认为，乡村教育

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审视乡村儿童需

要怎样的教育，乡村社区需要怎样的

学校，以及乡村振兴需要怎样的乡村

教育。

乡村儿童需要怎样的教育

感觉是儿童生长的基石，生活是

儿童生长的全部。儿童天然生活在

善与美之中，教育的首要是让儿童感

受善、感知美，核心是对父母亲情、对

天地自然、对乡土社区的感受感知。

充分地感受和感知亲情、自然与乡

土，完成这三个连接，是一个人幸福

的基石，是乡村儿童获得全生命教育

的根本。

首先是感受感知父母亲情的爱

与陪伴。一般来说，父母对婴幼儿的

陪伴和建立依恋关系是儿童安全感

形成的来源，也是影响儿童性格、人

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重要因素。研

究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精神

成长影响很大。与父母见面或联系

次数较多的留守儿童，有较高的自尊

水平。因为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获

得充分的支持和肯定，从而确立对自

己的积极评价。而一年都难见父母

或仅联系一两次的留守儿童的自尊

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留守儿童。

其次是感受感知天地自然的力

量，奠定开启儿童智慧的基础。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儿童与天地自然地连

接在一起。让儿童与大自然充分连

接，培养其自然感受力，既是培育生

态素养的基础，又是打开智慧的基

础，也是灵感和创造力的源泉。研究

发现，让儿童有意识地与大自然接触

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是治疗儿童

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抑郁症等精

神疾病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过于

注重知识技能的教育阻碍了儿童与

自然亲近的可能性。

最后是感受感知乡土社区的文

化，培养儿童仁爱之情。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乡村儿童的成长离不开乡土

社区。乡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在乡

村，儿童通过兄友弟恭、守望相助来

感知人际冷暖、学会为人处世。儿童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得乡土文化，

这是成年后建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根本。在乡土社区，仁爱之情通

过儿童得到传承和再生产。

乡村社区需要怎样的学校

乡村社区需要什么样的学校？

这需要重新审视学校与乡村的关系，

将乡村教育置于乡村整体发展的战

略中，重新审视乡村学校教育的功

能；要摒弃精英式教育思想，重塑乡

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重塑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的关

系。从一个乡村社区整体的角度

看，学校是乡村社区不可分割的有

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孤立地就学

校发展学校，就教育谈教育。乡村

学校承载着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功

能，乡村学校教育从来不是孤立于

乡土文化之外的，是乡土社会文化

运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乡村儿

童生命成长而言，脱离了乡土环境，

剥离了乡村教育的乡土性，将其孤

立于乡土文化之外，无异于集中的

技能培训，造成儿童与乡土文化的

疏离、学校与地方发展的疏离。从

这一维度来说，乡村学校应该服务

于乡村社区发展，乡村社区发展应

重视发展乡村学校。

重构学校的模式、目标与内容。

乡村发展需要的并非专注传授知识

与技能、追求成绩与名校的精英式教

育思维。乡村教育须引导儿童热爱

乡土而不是背弃乡土。由此，教育内

容应该本土化，突出乡土性。乡村学

校应该摒弃城市化、规模化思维，回

归小规模、家庭式的乡土性。乡村小

学完全可以尝试、探索混龄制和全科

教师制。

乡村振兴需要怎样的
乡村教育

乡村振兴需要懂乡村爱乡村、与

乡村有情感连接、能扎根乡土的人

才。培养这样的人才，离不开回归乡

土、耕读传家的乡村教育。

回归乡土，耕读传家。目前乡

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去乡

土性，让儿童从小离土离心。与乡

土连接是乡村儿童奠定精神根基的

基础，是培养仁德爱国的土壤。乡

村教育首先要培育儿童的人格、价

值观，不热爱自己的乡土，何以文化

自觉，又何以文化自信？让教育回

村，才能吸引人才回乡，乡村的产

业、经济等也一并兴盛起来。这样

以教育兴村的案例越来越多，“全生

命三亲启蒙教育”在山西省长治市

关头村的实验吸引了来自北京、上

海、沈阳等大城市的 31名学生，学生

家长在关头村租民居，陪孩子读书，

同时以新村民身份进行生态村建

设，带动老村民一起使关头村走上

了教育振兴乡村的路子。

重拾乡村社区的教育功能。乡

村有天然的条件能将家庭教育、学

校教育和社区教育有机融合。事实

上，家庭和社区都承担着各自的教

育功能。如今我们把教育完全推向

学校的做法打破了这种平衡。从农

村长大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村子里的张大妈、李大叔也会教导

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教

育你的不一定是老师、家长等与你关

系紧密的人，也可能是与你没多大关

系的人。在这样的社区里，人们以各

自的方式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可

以说，乡村可以用整个村庄的力量来

教育一个孩子。

整合乡村社工资源。重拾乡村社

区教育功能必须重视乡村社会工作者

（简称“乡村社工”）。乡村是一个复杂

的综合体，必须以系统性思维来看

待。乡村社工在乡村教育尤其是乡村

社区教育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乡村社工在乡村教育中是一支非

常重要的力量。乡村社工可以通过个

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模式照顾乡村留

守、困境儿童个体，还可以将服务延伸

到家庭和社区，不仅可以开展补救性

服务，还可以做到预防性和发展性服

务，比如通过个案关怀、兴趣小组、社

区活动、社会支持等形式，与乡村教师

合力建立起儿童友好型社区，为乡村

儿童成长营造有营养的环境。

（作者单位系北京城市学院）

学校是乡村社区不可分

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

能孤立地就学校发展学校，

就 教 育 谈 教 育 。 乡 村 学 校

承 载 着 乡 土 文 化 传 承 的 重

要功能……

降维打击是科幻小说《三体》中出现的

一个名词，指的是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

毁灭性打击。比如，蚂蚁活在二维平面上，

人活在三维空间里，人碾死一只蚂蚁不费

吹灰之力。又好比一只乌鸦终于学会了通

过叼石子喝到瓶子深处的水，另一只乌鸦

却嘴衔吸管将瓶子里的水喝了个干净。

“降维”的思维同样可以运用到乡村教

育变革中：乡村学校生源流失、师资力量薄

弱、缺乏生机活力、不适应乡村振兴等难题

都可以通过降维破解的方式来化解。要想

降维破解，必须升维定位，即提升乡村教育

的内容定位、功能定位、战略定位。

提升内容定位，换个赛道做自己。现

实中，多数乡村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内容与

城市学校几乎差不多。这是一种比较典型

的“学习别人，忘了自己”，其结果必然是一

味跟着城市学校跑，忽略自己的优势。

乡村教育改革必须突出“做自己”，

改变赛道，发挥自己的优势。乡村学校

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处乡村、亲近自然。

近日，教育部印发《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

耕读教育工作方案》。去年，教育部印发

《教育系统“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

惯”行动方案》，要求“城市中小学校要在

每个学段至少安排一次农业生产劳动，

农村中小学校要因地制宜开展种植养殖

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耕读教育、农

耕劳动方面，乡村学校独具优势。比如

将作物种植与图形等学习内容结合起

来，直接在种植园现场教学；到野外进行

自然观察，将自然观察与自主绘画结合

起来；定期开展远足课程，既锻炼身体又

审美教育，既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

提升功能定位，用教育反哺乡村。新

时代的乡村学校必须站在乡村振兴的高

度谋划教育改革，必须将自己融入乡村整

体发展架构。换言之，要让乡村学校成为

乡村文明的策源地。在这方面，教育家陶

行知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倡导并力行

“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

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

引领乡村文明对乡村学校发展来说

是一个新机遇，其突破口至少有两个。一

个是家长社区或乡村书院。乡村学校可

组建乡村书院或家长社区，从养生保健入

手，组织学生家长学习，进而在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改善等方面提升家长

的意识，改变其心智模式。另一个是扩大

阅读。乡村学校可在引导学生扩大阅读

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书香家庭评选等形

式，用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提升农民精神文

明素养。

提升战略定位，唤醒乡土文化力。提

升乡村教育改革的战略定位，核心在于对

接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农村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耕读文

明是我们的软实力”。所以，乡村是文化

复兴的“源头”，乡村最具价值的是文化。

乡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魂，是走向未来智

慧的本，必将蓬勃发展。为此，乡村学校

要做好“催化剂”，一方面开发乡土文化课

程，教育学生知家乡、爱家乡；另一方面盘

活乡贤资源，将散落在乡村的文化珠子串

成珠链，为学生生命成长服务。

未来是生态文明时代，乡村具有天然

优势。乡村学校必须培育、创生能支撑生

态文明的教育样态。为此，乡村学校可通

过有机耕作、酵素制作、食育研习等途径，

提升学生的生态素养，让有机生活方式落

地生根。

降维破解乡村教育难题
□ 王占伟

主编手记

推进乡村教育变革，既
要坚定信心，又要明晰方向：
明晰乡村儿童、乡村社区、乡
村振兴、文化复兴对乡村教
育的客观需要。

乡村教育改革新方向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