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研究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困境与出路
□

周兴国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一、现代化语境中的乡村教育

现代化，才是最高的宗旨和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乡村教育现代化现有努力的缺陷在于，只是将现代

现代化进程的乡村教育，预设了三个参照维度：

化局限于乡村的学校教育，其结果是，有关乡村教育

绝对意义上的教育、空间意义上的教育和历史意义

的现代化努力与预期的结果总有很大差距，如均衡

上的教育。 它们分别对应 “ 教育” “ 乡村” 和 “ 现代
化” 。 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解的三维预设拥有一个共

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教
师培训等。 聚焦于乡村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努力有意

同的观念，即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从某种状态变

无意地排斥构成性意义上的乡村教育概念。 而现代

化而进入 到 另 外 一 种 状 态 的 过 程， 一 个 发 展 的 过

化的消极后果之一，恰恰是乡村学校教育构成性支

程—
—
—这与那、这里与那里、传统与现在。 乡村教育

撑性条件的崩溃和丧失，包括家庭教育的弱化和社

内部构成关系、乡村作为后发的教育现代化而形成

会教育的消解，两者相互作用又造成学校教育不适。

的域内外关系、传统与现代的时空错位关系，由乡村

由此在乡村教育系统内部构成之间形成的矛盾和冲

教育与现代化的本质关系所决定。 由于乡村教育与
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而乡村教育
的现代化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

二、应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现代化缺陷

突，抵消了指向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努力—
—
—学校教
育失去相关支撑的虚泛无力及对“ 问题学生” 的无
可奈何。 乡村留守儿童中的“ 问题学生” 不仅是学
校教育的结果，亦是乡村教育现代化努力中的系统
整合之缺失的结果。

面对由现代化引发的乡村教育问题，人们期望

（ 二） 现代化意识支配下的乡村教育“ 外在化”

通过乡村教育自身的现代化方案来解决并克服之。

发展。 乡村教育现代化深受现代化意识的影响。 现

然而，由于没有将乡村教育问题放在现代化的视域

代化意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意识，支配着人们

中来考察和分析，也没有认真分析现代化与乡村教

观察乡村教育的视角和立场。 在乡村教育现代化过

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举措和

程中，有两个意识影响至为深远。 一是与先发现代

推进路径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使得现有努力难以

化相关的域外意识，二是与未来理想样态相关的未

从根本上解决由现代化引发的乡村教育问题。

来意识。 受域外意识支配，先发现代化的域外教育，

（ 一） 持续分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努力。 分析乡

构成了乡村教育的空间参照系统；受未来意识支配，

村教育发展现象可以发现乡村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

人们在理念中建构的并可能会在未来实现的教育样

个基本特征，即持续分化基础上的专业化，乡村教育

态，构成了乡村教育的时间参照系统。 在现代化的

系统内部却缺乏应有整合。 持续分化基础上的专业

进程中，乡村教育就处于空间序列中的落后区域及

化着力于乡村学校教育专业化水平提升，却忽略了

时间序列中的过去时态，从而与域外样态及未来样

乡村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系统整合。 乡村

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支配乡村教育发展的域外意

教育现代化，本质是个体成长与发展的现代化。 教

识和未来意识，形成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外在化倾向。

育作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工具，起着社会动
员的作用，即起着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作用。 教育试

“ 外在性” 是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其表现就是
城镇化，即人口向城镇集中、资源向城镇聚集。 作为

图在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其自身的现代转

现代化的一个领域，乡村教育现代化亦同样具有现

型。 单纯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并不是乡村教育发展的

代化的外在性特征。 与现代化的外在性表现不同，

终极目标，通过乡村教育现代化来促进人的发展的

乡村教育发展的外在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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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乡村教育的外在化生态。 乡村教育在促成社会

的教育诉求整合。

城镇学校聚集，这意味着乡村也在同时进行着自我

育具有学校教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儿童的健

消亡的工作，乡村教育日渐萎缩，以至于因为生源的

康成长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重整家庭教育是教育现

减少而不得不在布局调整中撤销建制。 二是乡村教

代化的重要前提。 尽管面临多种困难和障碍，然而

育发展的外在化政策。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借助

这并不意味着重整家庭之不可能。 一个重要的可能

于国家的教育意志，教育精英试图以城市的教育经

性条件就是，尽管现代化分裂了家庭教育，却也为家

验来改造乡村教育，从而造成政策目标的确定性与

庭教育系统重构与现代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 重振

现代化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这

家庭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充分利用现代

种矛盾在乡村学校标准化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化的成果，特别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重构家庭教育

由于受生源流动性影响，乡村标准化学校往往成为

系统，解决时空分离带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以重

流动的同时，也促成儿童的就学流动—
—
—向优质的

“ 空心化” 学校，造成有限资源的无限浪费。

（ 二） 利用现代化成果重振家庭教育。 家庭教

新强化并补偿现代化所造成的家庭教育职能弱化；

（ 三） 乡村教育发展的非乡村化倾向。 传统的

二是借助网络媒体技术实施家长教育，转变乡村社

乡村教育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稳定，对乡村社会系

会家长的教育观念， 树立教育理念， 实现家庭现代

统的再生产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然而，在整个社

化。 乡村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关注学校教育现代化，

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亦处在转型中。 乡

更要关注家庭教育的现代化。

村社会一方面表现出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特征，另一

（ 三） 着力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能力。 乡村教育

方面又呈现出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一些特

的现代化，核心是乡村学校的教育能力提升，一种利

征，由此形成传统与现代相共生的乡村社会形态。

用给定条件和资源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能

然而，乡村教育却并非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

力。 为此，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转

而是按照城市教育的样态来设计和发展，引发乡村

向乡村学校教育能力建设，以切实解决儿童教育的

教育的非乡村化即城市取向问题，表现为用城市教

异质性问题。 乡村社会中的儿童，因为家庭、乡村社

育理念和模式来经办乡村教育和乡村学校，将适合

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教育教学

城市教育的政策与规范推及乡村学校。 其结果是，

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异质性的，每一个儿童

乡村的学校教育，尽管其硬件设施和办学条件等都

都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情感和生活体验的个体，因而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乡村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的

每一个问题都是独特的，需要根据儿童的生活体验

理念和模式上，并不适应乡村社会的人们对教育的

和精神世界而采取独特的方法。 它需要教育者同情

多样化需求。 面对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偏离常规

性的理解以及对儿童内心世界敏锐的洞察。 现有的

的行为，教师往往并不能够准确地理解其中所表达

有关学校教育能力建设，特别是与教育能力有关的

出来的意义，因而也就难以理解在教育教学中师生

教师培训，呈现出日益官僚主义倾向以及教育研究

之间所确立起来的教育关系之意义，对留守儿童成

中的实证化和技术化倾向，使得教育者对儿童理解

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此外，主要立

越来越肤浅并陷入“ 行为主义” 的泥沼之中，需要作

足于解决城市教育问题的某些教育政策束缚了乡村

较大的改进。

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例如，指向城市儿童的减负政

（ 四） 动员学校参与建构乡村教育的社会支持

策在学校落实后，对乡村教育及儿童发展产生了较

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可以为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及

大的负面影响。

乡村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是，需要进行

三、分化与整合并重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
基于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目标，推进乡村教育现
代化需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持续努力。

教育体制的再改革，以使乡村学校能够参与到乡村
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学习型社区建设。 这是乡村
教育现代化推进中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动员乡
村学校参与乡村学习型社会建设，一是能够发挥乡

（ 一） 处理好乡村教育现代化中的分化与整合

村学校在整合乡村可能拥有的教育资源的作用，为

关系。 乡村教育现代化应立足于分化基础上的整合

儿童的健康成长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利用寒

发展。 总的原则是，一方面要持续沿着分化的方向

暑假期对儿童展开社会教育，引导儿童从无序的生

来考虑乡村教育的未来发展及其现代化；另一方面

活状态走向有意义的学习状态。 三是由乡村学校参

还需要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并解决乡村

与的乡村学习型社区平台，作为乡村成人教育的一

教育现代化的整合问题：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

部分，亦将能够充分地开展家长教育，助力家庭教育

教育的整合，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的整合，乡村

的现代转型。

教育与城镇教育的整合，乡村民众教育诉求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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