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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整合乡村教育资源，促进
学校特色发展”为主题的“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弋阳乡村教育以良好的校风影
响家风改变民风’全国现场推介会暨中
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 2016 年
年会”在江西省弋阳县举行。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义教处副处
长杨崇武，中陶会常务副会长杨东平，
中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德雄，中陶会
副会长孟凡杰、顾久，江西省教育厅总
督学汤赛南，上饶市及弋阳县党政领
导，以及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农村教育
专家、陶研专家、教育行政领导、校长教
师代表等500余人，齐聚弋阳红土地，学
习弋阳乡村教育经验，交流分享各地乡
村教育发展成果。

弋阳县教体局提出并践行的“以优
良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的教育理
念，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及
高度评价。县教体局局长方华在经验
报告中，从“数据背后的价值”及“数据
背后的思考与策略”两方面，着重阐述
了弋阳教育城乡学校一体化均衡发展
的良好态势，以及新理念、新举措和新
进展。

方华认为，政府最大的价值在于促
进均衡，社会的最大价值在于公正，义
务教育最核心的价值是面向全体学生
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让一个孩子落

下。他认为，教育不是“少数人游戏”，
而是各得其所的自我成长；教育应远离
功利，少些“功劳”意识，多些“功德”意
识，防止急功近利的偏激行为；教育不
能给予学生一个明确的“结果”，只能让
孩子拥有更多的“可能”；乡村教育的薄
弱，有其自身的客观因素，也有人为因
素，应该承认不足，面对现实，帮助薄
弱，关怀特殊。方华表示，规范不是

“卡”，不是“堵”与“阻”，而是“规”，目的
不是不让孩子进城读书，而是让符合政
策的孩子进城就读而无须“找人”。城
区超标准、超规模，“人为”制造的“优
质”校是县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最大

“杀手”，办好家门口的学校，才是实现
县域内城乡一体化的最佳手段。

在谈到改造乡村教育时方华认为：
一要投入倾斜，建好乡村学校，让乡村
学校成为村民仰慕的“净地”；二要优化
师资，保证教师群体流动，给教师和乡
村教育同样的出路；三要评价改革，新

“三率”（平均分、合格率、后 20%学生平
均分）替代旧“三率”（平均分、合格率、
优秀率），达到控辍保学、关爱后进生、
面向全体学生的三维目标；四要加强专
业平台建设；五要寻找伙伴。方华认
为，“家校合作是‘股份公司’，家长是董
事长，是终身持股人，教师是CEO，是阶
段性持股人”。

杨东平作了《促进农村教育的科
学发展》主题报告。针对当前中国教
育普遍存在的“城挤乡空”不合理现
象，他呼吁，要切实提升农村教育的品
质，让孩子们获得能够改善生活、自我
发展、终身受益的素质与能力。杨东
平举例说，在激活农村教育新的资源
途径方面，甘肃省宕昌县采取政府主
导、社会合力，整体提高区域教育质
量，湖北省鹤峰县建立地方政府和民
间组织关爱留守儿童机制，浙江省上
虞市打造“乡村新教育”，湖北省郧西
县发动社会力量助力乡村教育等做法
值得推广，同时肯定了农村教育“局部
领先”的特点。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
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在《迈
向未来的乡村德慧教育》报告中，提出
了“教育需要从工业化教育向生态化教
育范式转变”的新思路和以“德慧教育”
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新思考。国
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的
报告《农村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站
在教育全面现代化的高度，从评价、课
程等多个维度，指明了我国农村教育面
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江西省上饶市
委常委、副市长任友群也在会议中提出
了“联通先行，平台叠加，逐步完善”的

教育信息化建设全新路径。
来自江西、四川、河北、浙江的基层

学校代表在主题论坛分别作了学校特
色发展经验介绍；四川省南江县、广元
市利州区教育局分别介绍了区域教育
发展成果及经验。

为了让与会代表更深刻更直观地
感受弋阳乡村学校的发展成果，与会代
表在弋阳县家校志愿者的引导下，兵分
四路实地观摩了 12 所乡村学校。极具
地域特色的乡村校本课程、缤纷绚丽的
社团文化，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一直知道弋阳教育做得好，做得
实，但只是从媒体上看到，通过实地参
观，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做真教育、真
做教育的情怀，在这里，学生是幸运的，
教师是幸福的。”一名与会代表在观摩
后如此感叹。

据中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委会理
事长汤勇介绍，一年来，中陶会农村教
育实验专委会通过搭建全方位的工作
平台、学习陶行知原著、发展新会员等
途径，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相同尺码的
人”，让“陶花”开遍神州大地。“做有根
的乡村教育，让每一个乡村孩子健康快
乐地成长，让每一位乡村教师幸福愉快
地工作，让每一所乡村学校都充满活力
与魅力，让所有的乡村都充满希望。”汤
勇饱含感情地说。

刘子科 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局长专栏

创客教育，创造新生态

特别关注

做“有根”的乡村教育
——中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侧记

□□通讯员 李淼龙 孙国宾

安徽合肥：假前学安
全 快乐度寒假

1 月 10 日，在安徽省合肥
市瑶海区大兴镇伏龙社区，安
全志愿者给辖区东风小学的
孩子们讲解燃放烟花爆竹的
安全知识及危害性。当日，瑶
海区大兴镇伏龙社区联合辖
区 东 风 小 学 开 展“ 假 前 学 安
全 快乐度寒假”安全主题活
动 ，倡 导 孩 子 们 远 离 烟 花 爆
竹，保护自身安全，度过一个
快乐、健康、安全的假期。

解琛/摄

图说区事

决策者说

用文化

破解农村教育桎梏
□□郭辅邦

创客，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语。它最
初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然后演变为
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方式。当创
客与教育相遇，便催发了第四次教育革
命的发展和演变。创客教育，正是在以
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
源技术的交互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
业革命背景下，从规模化、标准化教育
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的
个性化教育。2016年，教育部把创客教
育、STEAM课程作为加强创新教育研究
的中心工作，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综合设计能力和实践能力。创客教育
契合了当下中国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
有助于实现“社会即学校，教育即生活”
的理想愿景，是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创客教育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教
育之变。

引发了学习的变革。传统教育是
把一定的知识点按照时间分布在不同
的年龄段去学习，这样的学习强调学科

界限，强调学习者的接受，强调知识核
心，而创客教育提倡以主题化、情境化
为原则，把学习过程重组，更加尊重学
习者的主动需求与学习特征，指向综合
素 养 的 培 育 。 例 如 大 家 熟 知 的
Altschool，采用项目训练方式，强调学生
做综合性实践项目，做探究性学习，做
学科交叉学习，教师为学生设计个性化
学习路径，可以通过后台数据看到所有
学生的学习进展以及遇到的问题和障
碍，并在这个过程及时给学生干预，实
现个性化反馈。通过这种综合性实践
学习促进知识的情境化、社会化应用，
并促进学习者灵活知识结构的形成。
这种“技术+情景”式的项目学习，解决
了传统学科教学的知识应用问题，尤其
是能够关注到个体，突破了教学的模糊
性，改变了教师的经验主义，使学习的
效益得到落实。

引发了课程的重构。第四次教育
革命背景下的创客教育，带来了教育
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即基于班级
授课制，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
知识传授模式，逐步让位于基于广泛
学习资源，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中
心、活动为中心的能力培养模式。这
种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引发课程的重

构。课程内容将会打破学科壁垒，走
向最优化的整合；课程类别将会变得
更丰富，最大化地满足儿童的选择；课
程将会与学校的教育哲学发生紧密联
系，一致性地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课程实施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开
放，基于项目、问题的学习活动，促使
学生走向深度学习。

引发了教育生态的改变。创客教
育所带来的理念，将使教育环境越来越
智能化、智慧化，教育内容供给、智慧学
习环境、教与学方式，以及管理与评价
都会进行重构，教师的专业发展方向与
方式将得以重新界定，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的关联将会更加紧密，
学校文化将融合线上线下、校内校外，
更加丰富立体有张力。学校教育将会
走向选择性、适应性、个性化、精准度，
学校将真正从知识传授中心转变为以
实践应用和创造为中心的场所，学校教
育将更加贴近创意、创造、创业的社会
化链条。

学校教育的生态是理念与实践双
重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认识到，打造
学校教育的新生态，任何变革都不能矫
枉过正，初心必须坚守。例如，现在许
多人强调技术的重要、空间的重要，多

数人把创客教育看成搞3D打印机、玩无
线遥控飞机、机器人，这都是创客教育
的形式化倾向。创客说到底只是形式
之一，真正的学习和教育还是要回归到
人和生活。人大于技术，生活在不同时
代的人类所需要的技能是不一样的，我
们需要做的是如何用技术辅助人、发
展人。

创客教育要接地气，不如先从打开
并充分利用学校所有的实验室开始；不
如先从开设好体育、音乐、美术、科学、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始；不如先从每一节
课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精神开始；
不如先从鼓励并组织学生参加丰富的实
践活动开始。如：一个科学教师讲述教
育故事《彩色的影子》，为了满足学生的
一个疑问，教师大量查阅资料、组织学生
一起讨论、动手制作能发出彩色影子的
教具，“从学生的一个奇思妙想、一个不
可思议的问题，到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
象力，与学生一起探寻他们想要知道的
现象和问题，帮助他们把想要做的事物
做出来，就是创客教育”。

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样的
教师越来越多，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多，
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教育最好的生
态吗？

南江县位于四川省东北边缘，是边远
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存在着优质
教育资源总量少、优秀生源流失多、教育
质量提升难等教育问题。为提高教育质
量、提升办学水平，自2011年起，南江县提
出了“把南江建成川东北素质教育示范
区”的发展目标，锁定“文化”这一切入点，
从五个层面整体推进区域学校文化建设。

显隐结合。南江县确定了 30 项学校
特色文化建设具体指标，既涵盖了校舍、
校门、主题雕塑等显性内容，让校园的每
一面墙壁都“说话”、每一株花草能“育
人”；也涵盖了校志、校史、校赋、校歌、制
度、校风、学风等隐性内容，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每一位师生。如南江镇四小的快乐
浮雕、关门九义校的梅品读书园等，让校
园文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资源，
成为促进教师发展、引领学生成长的宝贵
财富。

一校一特。“千校一面无个性”是学校
文化建设的大忌，“因校制宜出特色”是学
校文化建设的追求。因此，南江县教育局
成立专家指导小组，跟踪指导各校文化建
设；邀请多名专家教授亲临南江举办讲
座，培训指导校长和教育管理干部。各校
结合实际，提炼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主
题，如地处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心的光雾山
镇红军小学，围绕红军精神，提炼出“红星
闪耀，红心飞翔”的文化主题；留存着数十
位将军、名人书法手迹的黑潭九义校，提
炼出“书香鹤舞，墨池龙腾”的文化主题。
此外，南江四中的“素养”文化、长赤中学
的“励志”文化、竹岭小学的“劲竹”文化
等，构成了南江学校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
特色。特色文化形成特色教育，特色教育
成长学生、成功教师、成就校长、成名学
校，达到了校长治校有个性、学校发展成
品牌、育人效果上水平的教育生态。从而
使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当地精神文
明的窗口。

健康阳光。身体健康、性格阳光是南
江育人的基本要求，把师生健康放在实施
素质教育的首位，健康的品质源于心理健
康教育。几年来，南江县编写了四至九年
级心理教材，培训了千名心理教师，让心
理课程走向课堂，注重人品教育、心情教
育、励志教育，让每个留守学生面容阳光，
幸福学习。按照“校校有特色活动，人人
有特长项目”的要求，各校创新大课间活
动形式、丰富阳光体育内容：实验小学
2000多师生集体做操，南江镇九义校1000
名师生花样跳绳，红光小学1000余师生围
在 60 张乒乓球台前同场练技，赶场小学
1000 余学生滚铁环、打陀螺……场面壮
观、令人震撼。我们注重将阳光体育活动
与学生体质锻炼相结合，艺术教育与课程
相结合。阳光体育带来校园的活力，校园
的活力带来师生的活力，身体的活力带来
精神的活力。

活动育人。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同时，按照“两个爱好、一项特长”的要求，
关注每个学生的兴趣，培养每个学生的特
长，助推学生个性发展。各校成立了丰富
多彩的课外兴趣小组（社团），学生根据个
人爱好自愿参加1至2个小组（社团）活动，
每个小组安排专业教师，制订详细的活动
计划和课时活动方案，每周活动时间不少
于两课时。聘请 60 多位民间艺人兼任二
胡、太极拳指导教师。目前，各校兴趣小
组活动精彩纷呈。实验小学小记者班孩
子们现场采访南江县人大主任、县长、学
校校长，大河镇小学1000余师生演奏古今
中外名曲，沙河小学学生的泥塑作品，正
直小学篆刻和书法活动等都深受学生
喜欢。

星级管理。南江制订了《学校特色文
化建设督查评分细则》，明确了“办学思
想”等5个一级指标，“文化主题”等40个二
级指标和“育人活动”等 100 个三级指标，
在评定中量化给分，根据得分评定星级特
色文化学校。5 年来，南江共创建特色文
化“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学校 55
所。在 2012 年“文轩教育杯”四川省中小
学校园文化建设展评活动中，下两镇小学
被评为“典范学校”，成为巴中市唯一一所
获此殊荣的学校；南江四小也入围校园文
化建设特色学校。

近年来，南江教育发展成效逐渐凸
显，教育质量稳步提升，2015 年顺利通过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
正是通过文化激活了整个山区农村教
育。学前教育上品质，小学教育增活力，
初中教育强素质，高中教育上台阶。实践
证明，整体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用文化破
解山区农村教育桎梏，是快速提高区域学
校办学水平的有效途径。

（作者系四川省南江县政协教科文卫
委主任、教科体局原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