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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增强乡村教育变革自信怎样增强乡村教育变革自信

用新策略实现乡村教育优质发展
□ 祝 刚 杨玉东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提出，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

础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享有高质

量的教育……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

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了针对乡村教育的远景目

标，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化；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

村教师素质能力。这为乡村教育改

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究竟如何将国家关于乡村教育

改革的规划落地？我们以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白县为例，分析、梳理相关

答案。作为一个人口大县和教育大

县，博白县探索出“振兴教育—振兴

经济—振兴博白”的县域乡村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之路，创造性开展了“点

对点结伴模式”和“陪伴式教研训”等

活动。在实现区域乡村教育高质量

均衡发展方面，博白县的实践经验蕴

含了四重启示。

首先，建构县域乡村教育发展良

好生态。实现县域乡村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政府、学

校、家庭和社会所构成的教育生态系

统对乡村教育发展起着支撑与催化

作用。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博

白县通过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合作，于 2013 年 5 月启动了切实可

行的“博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

项目包括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骨干

校长培养工程、教育发展诊断以及

特色学校建设工程。通过上述四大

工程，博白县对遴选出的 100 位骨干

校长和 500 位骨干教师进行集中研

修，充分发挥这些骨干校长、教师在

建设县域教育良好生态中的带头示

范作用，同时将这些优质教育资源

不断辐射到相对薄弱的地区，为县

域教育发展“强筋固体”。这些骨干

校长和教师也是建设优质教育生态

系统的突破口，对特色学校建设工程

发挥了长久的推动作用。

其次，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从

“外输型”转为“内生型”。教育的

生机活力源自教师的生机活力，教

师的生存状态决定教育体系的生

存状态。专家团队在诊断博百县

乡村教师与校长队伍发展“病理”

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努力改变乡

村 教 师 与 校 长 专 业 发 展 的 困 境 。

他们实施了“点对点结伴模式”和

“陪伴式教研训”，促进乡村教师学

生共同成长，实现城乡教师一体化

发展。博白县注重培养区域本土

专家团队，在尊重乡村教师和校长

乡土知识情境性与合法性的基础

上，圆融教师、校长的专业生活与

个 人 生 活 ，拓 宽 其 长 足 发 展 的 路

径，培养具有浓厚乡土情怀、扎根

贡献乡村教育的教师和校长。

再次，构建双线多级主体联动

机制，实现城乡教育协同发展。有

专家研究发现，广西这样的西部民

族地区城乡教育联动协同机制不

通，乡村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动力匮

乏；乡村教师团队同质扁平发展，课

堂教学目标模糊质量提升滞缓；学

科教师不全，乡村学生综合素质发

展遭遇瓶颈。针对上述问题，博白

县构建双线多级主体联动机制：协

同“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

三级行政力量，统合“师范高校—基

地学校—实验学校”三类学校系统，

探索与拓展“高校专家—城市名师

—乡村教师”三大主体功能。同时，

本土名师团队深入开展工作坊，实

施线上线下混合研修、送教下乡、结

对帮扶等协同专业活动。在此基础

上，博白县通过专业制度支持、专业

价值支持和专业文化支持来实现城

乡教育联动协同发展。

最后，通过优化育人环境和彰显

学校特色文化来实现区域教育高质

量均衡化发展。博白县通过改善办

学条件，突破发展瓶颈、提高学额巩

固率，引发了部分学生从县城转学到

乡镇读书的“回流潮”。在学校特色

文化建设方面，博白县所遴选的37所

“样本校”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实现从

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全学段

覆盖，有效引领全县特色学校创建。

育人环境和学校特色文化建设，可以

发挥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进而

构建“文化内生型”发展路径，发挥良

好乡村教育文化在育人、文明与发展

中绵延不断的推动力量。博白县“文

化内生型”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乡村

教育的自然性、本土性、开发性、融合

性和自治性特点，通过本土化发展和

差异化发展，致力于建设有品质、有

质量的乡村教育系统。

博白经验启示我们，完全可以借

智借力、结合实际探寻乡村教育发展

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开创乡村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分别系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

一提到乡村教育，不少人联想到的往

往是封闭落后、师生流失、缺乏生机等负面

现象。的确，这些现象是存在的，但现象背

后的正向机遇被忽略了。

认知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如果

仅仅基于乡村教育的负向认知，就很难搞

好乡村教育变革。推进新时代乡村教育变

革首先需要来一场认知突围。

乡村是教育变革的“蓝海”。经常行走

于乡村学校，我曾经问一些乡村校长一个

问题：“你们学校发展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我校教师团结向上”“课堂教学改革成效

显著”“劳动课程资源丰富”……这些回答

都有道理，但没有抓住核心。在我看来，其

最大优势是乡村学校。

在大规模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

景下，新时代的中国呼唤乡村教育变革的典

范，但综观教育行业很难发现这样的标杆。

所以就一所学校的时代价值和品牌影响力而

言，与大城市中小学校相比，乡村学校走向全

国、引领行业所需要的成本要低得多。

乡村学校的教育变革必须走自己的

路，要“换个方向做第一”，而不能一味跟着

城市学校跑。在“双减”背景下，乡村学校

在耕作劳动教育、自然教育等方面独具优

势，在任何一个方面深入推进，都能相对容

易地成为行业典范。

乡村是儿童生长的“天堂”。儿童的生命

成长是身体、感觉、认知、情绪、心理等方面的

综合成长。就现实而言，我们往往过于注重

认知的成长，过早地教孩子学习知识，而相对

忽略了感觉、情绪、心理方面的成长。其中，

感觉居于更基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感觉是

一切复杂心理现象和学习能力的基础。发展

儿童感觉能力的重要资源是大自然。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曾这样描述开启她

整个世界的一件事：莎莉文老师把我的一只

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的手上

流过。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水”字，起

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

地站着，注意她手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

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荡漾，我一

下子理解了语言的奥秘。水唤醒了我的灵

魂，并给予了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

海伦·凯勒的案例启示我们：有位异常重

要且不用花钱的教育大师——大自然，被我

们忽略了。距离大自然最近的地方是乡村，

乡村的特性与儿童的天性是吻合的。所以，

乡村是儿童教育和生活的天堂，是进行自然

教育的最好环境。如果在生命生长的关键

期，我们忽视了儿童与自然的充分链接，就会

充满善意地拿走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东西。

乡村是工业文明的“解药”。乡村真的

“代表过去，没有希望”吗？放在不同的文

明阶段，答案是不同的。人类要可持续发

展，必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党的

十八大确定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绝不仅

仅意味着环境污染治理，而是探索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根源治理之路。这就需要重

新解读中国乡村文明，创造东方生活范

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对此，有专家提出乡村

“逢工业文明则衰，遇生态文明则兴；乡村

振兴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拯救乡村，而是要

让乡村拯救我们、拯救世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生态文

明建设而言，乡村成本低、资源丰、效果好、

优势大。如果乡村学校能基于生态文明理

念来设计、规划改革路径，就能创生支撑生

态文明的教育样态，进而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赢得未来。

新时代
乡村教育的新优势

□ 王占伟

主编手记

当乡村教育资源绝对紧

缺问题解决后，从以资源供给

为基础的外源式援助转向以

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内生式发

展，应成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

必然选择。

增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三重自信
□ 秦玉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乡村

教育规模萎缩，相对缺乏生气，以致

有人产生了“乡村教育都要消失了，

我们再这么做不是浪费资源吗”之类

的疑问，甚至出现了“乡村教育现代

化过时了”的直观判断。乡村教育现

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自信危机。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为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宏观

政策语境。为深刻认识与深入推进

乡村教育现代化，我们需要深入研究

乡村教育现代化自信问题，不断加强

价值自信、实践自信、理论自信。

如何提升乡村教育现
代化的价值自信

从乡村教育服务人口规模、服务

对象农业功能以及存在样态意义三

方面来看，乡村教育现代化具有规模

价值、结构性作用与人类学意义，可

以从这些维度建立与增强乡村教育

现代化价值自信。

2019年底，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 153883720 人，其中城区、镇区、乡

村分别占 37.5%、41.65%、20.85%。乡

村教育所服务的人口数量庞大。乡

村教育服务人口的大体量，使中国乡

村教育现代化具有规模价值。只有

不失时机地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不

断提高将要或正在转移的乡村人口

素质，才能为中国发展提供更高素质

的人力资源，才能提高中国现代化建

设的人力资源质量，为中国现代化提

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撑；反之，庞

大的缺乏素质竞争力的农村人口无

疑会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与质量。

2019 年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

为79.15%。同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 60.60%。根据教育城镇化率

与城镇化率基本匹配原则，乡村教育

规模目前依然庞大。由于农业在国

民经济体系与结构中具有基础性地

位，从结构性需求看，我们必须推进

乡村教育现代化，提高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提高农村的宜居性，更好

服务于农村、农业与农民。农村、农

业的健康发展，农民的素质提高，会

让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加稳

固。同时，高度发达的农业与素质不

断提高的农业人口与农村人口必然

要求和需要乡村教育现代化。

从人类学的意义讲，乡村教育具

有更大的丰富性。从学校与班级规

模样态看，农村地区有小规模学校、

一般规模学校、大规模学校，有大规

模班级、一般规模班级、小规模班

级。从上学样态看，乡村有走读上

学、校车上学、寄宿上学。从教学样

态看，乡村有小班教学、全科教学、复

式教学。乡村教育的样态多样性使

乡村教育现代化具有人类学意义。

如何提升乡村教育现
代化的实践自信

直观地看，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实

践自信源于实践的成功。反思不同

类型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剖析不同

实践思维及这一思维方式下的乡村

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优缺点，可以不断

提高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自信。

早期的乡村教育现代化是输血

式的。作为被帮助方，乡村学校只要

简单承认自己比城镇学校贫困，自己

的教育比城区教育落后，乡村教育现

代化就简单了——接受城区的资源

投入或接受城镇教育的做法输入，这

可能会助长作为被帮助方乡村教育

主体的“惰性”，滋生“等、靠、要”的思

想。作为帮助方，城区只要有资源或

有自己认为比乡村教育更好的做法，

乡村教育现代化也就变得简单了——

提供资源或简单移植自己的做法，可

能会导致作为帮助方城区教育主体的

“惰性”，进而使其缺乏思考改进帮扶

方式的动力。在乡村教育资源绝对

紧缺的情况下，输血式乡村教育现代

化无疑是有效果的。但是，当乡村教

育资源绝对紧缺问题解决后，从以资

源供给为基础的外源式援助转向以

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内生式发展，应成

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地化乡村教育现代化，是通过

乡村教育内部努力，在寻找难题破解

方式的过程中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推进

乡村教育现代化。在地化乡村教育

现代化在强调乡村教育作为具体、独

特的教育存在上具有解释力优势，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村教育现代化

的实践自信。尽管在地化乡村教育

现代化比较理性地强调“本土”的意

义，但是仍然在强调“本土”，在思维

上仍然或强或弱地假设农村与城市

的对峙。

共生型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乡村

教育在与城市教育比较中，在城乡教

育体系中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

己、定位自己、发展自己的实践。共

生型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中，一个地

区的乡村教育可以发现自己，发现与

自己处境相似的乡村教育的实践智

慧，基于自己持续发展进行生态化改

革创新，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这是

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一种高级状

态，也是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自信的

一种最佳状态。

如何提升乡村教育现
代化的理论自信

从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的

不同方法论看，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

按照不同规范推进逻辑思辨的乡村

教育现代化理论、经验行动的乡村教

育现代化理论、实验实证的乡村教育

现代化理论建设，让乡村教育现代化

理论建设更加规范，不断增强乡村教

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

逻辑思辨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

论建设，以逻辑推演为主要方法，综

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理论

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旨在把乡村教育

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说清楚，更新与引

导乡村教育现代化认知。逻辑思辨

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可以改变人

们对乡村教育现代化的认知处境，在

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乡村教育现代化，

构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愿景，探索乡

村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不断加强

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增强乡

村教育现代化的合理性认识。

行动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建

设是指参与正在进行的实践，以干预

教育现代化实践的方式，基于理论以

及实践中显现出的道理、信息与数据

调整乡村教育现代化策略。行动的

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正视在地

化需求，充分利用地方教育传统与优

势，关注行动的理性与知识含量，重

视实践的智慧与创新，促进本地农村

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的乡村教育

现代化理论建设所建构的“理论”，具

有地方知识的底色，可以通过乡村教

育现代化故事以启发而非指导的方

式影响乡村教育现代化实践，具有示

范价值和启示意义，可以增强乡村教

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

实验研究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

建设，通过系统的实验设计，分析乡村

教育现代化项目设计、体制机制设计、

发展模式的效果、约束条件与发挥作

用的原理，建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

论。实验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

通过对乡村教育现代化的变量进行干

预，可以发现某些变量改变对乡村教

育现代化的一些指标的影响大小与作

用机制，可以形成对乡村教育现代化

更具有解释竞争力的理论。

实证研究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

论建设，以科学的抽样方法与有效的

样本数量描述一定区域的乡村教育

现代化状态，以科学的研究设计寻找

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比较的方

法或连续前期数据与发展曲线假设

的方式预测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趋

势。实验实证的乡村教育现代化理

论建设具有数据与证据优势，兼具科

学性和可重复性特征，可以增强乡村

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增强推进乡

村教育现代化的实证意识。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乡村教育变革面临
自信危机。的确，乡村教育
面临诸多难题，但同样具有
诸多潜在优势。我们必须逐
一厘清，从而明晰——

乡村教育改革新方向②

协同“教育厅—市教育局

—县教育局”三级行政力量，统

合“师范高校—基地学校—实

验学校”三类学校系统，探索与

拓展“高校专家—城市名师—

乡村教师”三大主体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