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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像陶行知那样办农村教育

1. 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
同志 ， 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
给 我 们 三 万 万 四 千 万 的 农
民 。 我们要向着农民 “烧心
香”。 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
的甘苦 。 我们要常常念着农
民的痛苦 ， 常常念着他们所
想得的幸福 。 我们必须有一
个 “农民甘苦化的心 ”才配为
农民服务 ， 才配担负改造乡
村生活的新使命。

2. 我们的新使命， 是要
征集一百万个同志 ， 创设一
百万所学校 ， 改造一百万个
乡村。

3. 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
生利 ，他要叫荒山成林 ，叫瘠
地长五谷 。 他教人人都能自
立 、自治 、自卫 。 他要叫乡村
变为西天乐园 ， 村民都变为
快乐的活神仙。

4. 乡村教师与未来的乡
村教师 ， 心里都应当有一个
“理想的社会 ”……我们要把
这个原有社会的恶习惯 、坏
事情 ，统弘革除 ，把我们心中
理想的新社会实现出来。

5. 看学校的标准， 不是
校舍如何 ，设备如何 ，乃是学
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 。 村中
荒地开垦了吗 ？ 荒山都造林
了吗？ 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
村 中 人 人 都 能 自 食 其 力 了
吗？ 村政已经成为村民自有、
自治、自享的活动了吗？ 这种
活的教育 ， 不是教育界或任
何 团 体 能 够 单 独 办 得 成 功
的 。 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
合，才有希望成功。

6. 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
使命 ， 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
是次要的 ， 那超过一切的条
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
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 。 真
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 唯
独从心里发出来的 ， 才能打
到心的深处。

“一说到农村教育，人们总想到简陋的校舍、匮
乏的硬件、不高的质量、缺失关爱的留守孩子。 ”安徽
省祁门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胡来宝说。

参会的一位教师这样描述自己待过的农村学
校：“公共汽车看不见，新鲜蔬菜无人卖，手机电视无
信号，最大的好处是有钱都没处花。 ”现在让他既欣
慰又难过的是， 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实
施，他所在的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农村学生
已经前往城市或者城镇上学了。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
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对于优化教育资源，提
高教育质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也出现了另一种情
况。 “昔日热闹非凡、规模庞大的农村学校，如今生源
越来越少，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小，我们县有近一半初
中学校，仅有数十个学生；一人一校或几人一校的村
小教学点已经成为当前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办学
模式。 ”胡来宝说。

这些小学校、教学点还应不应该保留，以什么样
的方式保留，成为与会者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在想， 如果将来的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学
校，中国的农村教育会是什么样子？ 要知道，一所学
校对一个村子意味着什么。 当学校都撤走了，当村子
没有读书声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山西省交城
县水峪贯小学校长司庆平大声疾呼，在他看来，城镇
化建设不等于城市化建设 ，“假如有一天农村消失
了，所谓的城市幸福也会成为泡影。 ”

农村学校应该保留在农村， 成为所在村庄最重
要的文化中心， 这不仅是在挽救农村教育， 也是在
挽救农村的未来。 但农村学校仅仅是城市学校的翻
版吗？

对于这一点，陶行知显然不认同，他认为，乡村
教育必须以农村生活为内容， 它要求学生不能只会
读书，还要能适应社会、发现社会、改造社会。 这是一

种活的能力，必须在广阔的生活环境中去培养，必须
打破旧的传统———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隔绝的现
象。 什么是农村学校的具体面貌？ 陶行知生动地描
述：“他头上顶着青天，脚下踏着大地，东南西北是他
的围墙，大千世界是他的课堂，万物变化是他的教科
书，太阳月亮照耀他工作，一切人，老的、壮的、少的、
幼的、男的、女的都是他的先生，也是他的学生。 ”

正是基于此，山西省运城市风陵渡中学校长安宏
斌特别提出了“热爱农村、热爱农科、热爱农民”的“三
热爱”教育。 学校专门组织教师结合学科教学内容和
学校生活实际，编写了实用、有趣、鲜活的校本教材，
如数学课增加了数理统计等农用数学知识， 物理课
增加了家电维修、农用机电使用与维修……当然，更
有趣的是， 学校开设了各种具有农村特色的校本课
程，小麦、棉花的栽培、苹果树管理等 5 门校本必修课
程，农副产品营销、农业合作化经营等 40 门校本选修
课、活动课。

“我们培养的不是死读书的学生，而是拥有健康
体魄、健全人格、自强品格、顶天立地的人。 ”在安宏斌
看来，陶行知曾提出，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
育注重自治，而风陵渡中学实施的“三自”工程，就是引
导学生在校期间自立、自治、自学，让学生成为学校生
活的主人。

“无论是农村学校还是城市学校，都应该有自己
的文化个性。 农村学校只有立足在未来新农村的建
设和发展上，不断强化自己的特质与优势，才能充满
活力。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石老人小学校长阎志清
说，在他看来，传统的农村学校，更多关注的是学习任
务的完成和分数的高低，而今天的农村学校，更应该
关注如何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健康地发展。 “所谓‘靠
山吃山，靠海吃海’，挖掘特有的农村自然资源，开设
多样化的‘动手做’课程，同样能调动农村学生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 ”

农村教育，不一定是贫苦落后的代名词

� 今天的农村教育应该走向何处，或许答案不在欧美，而在中国。在今天回溯陶行知先生

的乡村教育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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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

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不仅振聋发聩，且具有很强的指导和

实践意义。

□ 本报记者 康 丽

如何开展适合农村教师实际的培训， 让他们获得职
业幸福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项目专家刘静博士在论坛上说， 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农
村教师培训的难题， 而传统教师集中培训或逐级培训又
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比如培训的课程和材料经常不考虑
教师的实际需求；重理论、轻实践，缺乏针对性；培训方式
大多是单向传递，不强调教师的参与和互动；培训多是一
次性干预，缺乏后续支持；新的知识和方法很难转换到课
堂实践中；等等。

“必须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校本的、切合需求的
培训和其他专业发展机会， 避免农村学校和教师过度依
赖外部支持。 ”刘静在会上专门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实施的
校本和基于连片学校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以及罗马尼亚
实施的以导师制为依托的农村教师校本发展项目。

所谓埃塞俄比亚项目，即通过中心学校（连片区资源
中心）实施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1997 年，根据地理位置，
埃塞俄比亚提格里州试点 889 所小学划分为 218 个学校
连片区，每个连片区由 3-8 所学校组成。培训内容包括举
办教师培训班或研讨班、教学经验共享等，其中教师培训
班内容强调以教师需求调研结果为本， 以新课程目标为
基础，侧重为教师提供实用的教学技能，如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教学方法、课堂管理……

2000 年， 以学校连片区为依托的校本在职教师发
展模式被埃塞俄比亚采纳为国家政策 ， 在所有地区推
广实施。

与埃塞俄比亚不同， 罗马尼亚以导师制为依托的校
本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由导师而不是由位于地区中心的
培训机构提供培训。 导师前往农村学校就地为教师提供
培训，导师的培训不是说教，而是要引导教师积极参与并
寻求解决课堂教学问题的方法……教育行政部门要做
的，是为导师提供交通工具，让其不论什么样的路况和天
气，都可以长途跋涉到边远学校。

“无论哪一种模式，都特别强调建立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支持体系，即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调动和利用本地区
教育资源，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以提高学习质量为目
标，为区域内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便捷的、持续的、
公平的、有效的支持和服务的运作机制。 ”刘静说。

相比之下，浙江省桐乡市濮院小学的“一校三区连锁
办学”的模式，更类似于埃塞俄比亚的做法，即通过在区
域内建立发展共同体， 为校区之间教师合理流动优化组
合， 为创新校本教研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摸索出一条绿色
通道。

濮院小学是在撤并原有乡镇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所辖三个校区师资水平很不均衡。 为此 ，学校决
定把优质校区的骨干教师充实到相对薄弱的校区 ，让
他们担任教研组长、备课组长乃至中层管理人员 ，通过
他们带动所在群体的发展。 几年的流动下来，优秀教师
在新校区充分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 促进了所在区域
的师资队伍优化，也让自己的专业得到了更大发展。

“为需要而流动，为优化而组合，为成长而欣慰，在这
种模式中，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从流动中走向均衡，从发
展中走向优质。 ”濮院小学校长路茂方说。

区域和学校在创新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模式， 地方师
范院校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农村教师培养路径。

作为会议的承办方，山西省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的前身是中师学校，曾经为当地农村培养了一大批用得
上的教师，缓解了农村学校教师之困。 升格之后，如何继
承老中师传统，培养适合新农村需要的教师 ，成为他们
的新课题。 “我们特别强调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
专门构建了以能力为本、以职业实践为主线 ，以项目课
程为主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供学生选择。 我们希望从
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厚基础、广适应、有特长、能创新 ’，
成为一专多能的教学能手。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
长张润喜说。

与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不同， 太原师范学院则更
强调陶行知的实践精神， 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
实干精神和实践能力。 他们专门借鉴陶行知办乡村师范
晓庄学校的做法， 把师范生的教学实习和缓解贫困农村
地区中小学教师紧缺的问题结合起来， 建立了长期赴贫
困农村地区顶岗支教的教育扶贫实习机制， 让更多师范
生了解农村、服务农村。

陶行知曾说过：“学校是乡村的中心， 教师是学校和
乡村的灵魂，小而言之，全村的兴衰，大而言之，全民族的
命运都掌握在小学教员的手里。 ”什么样的人是能担此重
任的“小学教员”？ 毫无疑问，陶行知当之无愧。 当与会者
观看太原师范学院学生自导自演的表现陶行知办学的话
剧《爱满天下》时，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更陷入了深
深的思考。

“让更多优秀教师走进农村，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
期待和寄托。 ” 安徽省祁门县灯塔中心小学校长方建成
说。 这不仅是一位农村校长的肺腑之言，更是众多关注、
关心农村教育的陶子们的心声。

1926 年，陶行知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
一文中提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他教人离开
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
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
分利不生利； 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他教富的
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
外弱。 ”

80 多年后，中国的乡村教育依然面临着困境。 6
月 29 日，从事公益工作的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布了
云南丽江某地小学学生用江水泡饭的照片， 一石激
起千层浪，而校长认为“江水泡饭只是习惯”的回答
更引来无数热议。 “这类事情肯定不是一所小学所独
有”，“‘小学生用江水泡饭’ 折射农村教育之忧”，这

些评论再次让人们的目光投向农村教育、农村教师。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说过，发展农村教育是解

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但今天的农村教育应该如何
发展，何去何从？ 日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2013 年会
暨农村教育高端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举行。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教授朱小蔓在论坛上说：“陶行知曾说过，因为爱
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的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
爱中华民族， 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的农
人。 陶行知就是怀揣这样的理想，实践农村教育，寻求
中国现代化之路的。 ”她与众多陶子（陶行知思想研究
者、追随者）一起，围绕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重温陶
行知教育思想，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随着教育均衡的深入推进， 农村教育和以前相
比有了巨大改变，这是许多与会者达成的共识。

“一些经过重新整合的农村学校，在教学设施、
校园环境等方面，完全可以和城市学校媲美。 ”一位
农村教师这样说，但骄傲之余，他也有对农村教师
素质的隐忧。

“农村师资一直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 ”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副秘书
长谢重说，一方面是农村教育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却
是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大的尴尬现状。

“现任教师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想通过各种
渠道从事其他职业， 却很少见其他职业的人流动到
农村教师队伍中； 特别是 90%的学生不把农村教师
作为自己理想的职业， 使得这一职业的光辉失去了
支撑。 ”在谢重看来，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打破常规思
维，将一些文件中笼统的“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教师
待遇的倾斜力度，大幅度提升教师待遇”，变为可操
作、可检测的具体方案。

“比如，在有条件的地区可试行农村教师年薪
制定岗招聘，依据农村学校教学的实际需要确定岗
位数， 薪酬高于当地城镇教师一倍甚至两倍以上，
鼓励免费师范生以及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优秀
教师参加竞聘；或者让在村小、教学点工
作的教师工资确有实质性的提高， 而且
根据服务年限和所在地区艰苦、偏远

程度逐年递增。 如此，农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也会
自然得到提升。 ”谢重说。

在胡来宝看来，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的下降，除
了常见的教师待遇偏低这个主要原因， 也应归因于
当前的管理评价制度。

“现在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大为改观，但是
管理水平落后、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更加凸显。 更重
要的是，缺乏客观、科学、全面、公正的考核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主管部
门在考核教育教学质量时， 没有建立真正适合促进
农村教学发展的考核机制。 比如小学职称评定，只看
语文、数学，对其他课程置之不理；复式班教学时间
少，教学任务重，如何区别于单班教学评估；农村学
校人数少、规模小，如何防止管理缺位的现象。 ”胡来
宝说。

更让胡来宝担心的是， 很多在职农村教师没有
职业成就感，缺乏职业幸福感。 “一方面农村学校规
模小、生源少，另一方面年级多、科目多，尤其是小学
需要全天包班的教师，教师其实非常辛苦。 ”这样的
情况导致很多农村教师没有机会参加教研和教学交
流，很多教师的进修、培训几乎为零，“他们的课堂教
学技能还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 很难适应现在的教
育教学发展，很难体验到教师职业带来的快乐。 ”胡
来宝说。

农村教师，提高职业吸引力是当务之急

建立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

陶行知教育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