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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对话
好老师

本周， 著名英语特级教师李
俊和的教学秘籍， 让很多老师留
言表示“真过瘾”， 并向李老师
提出了很多问题。 小编选取了其
中一些问题， 请李俊和老师亲自
作答！ 特摘编如下， 以飨读者。

建好的学校为何成了“空校”？
———甘肃陇南乡村教育建设现状调查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程楠

记者近期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采
访时发现， 乡村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
面出现“苦乐不均” 的苗头： 一边是
偏远教学点条件简陋， 勉强维持， 另
一边在农村修建的大量学校却成了
“空校”， 造成资源浪费； 一方面大量
学生向城镇集中， 另一方面村民要求
恢复村级教学点。 山乡教育究竟该怎
么办？

现实：
山乡教学点勉强维持

从铁山教学点到武都区龙坝乡不
足10公里路程， 但由于山路崎岖，
加上下着小雨， 道路泥泞不堪， 记者
一行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铁山教学点有32名学生， 只有1
间教室和1间教师宿舍。 上午放学铃
响了以后， 有一半孩子没有回家， 这
些孩子的家离学校都在两三公里之
外。 老师孟玉强给他们烧了两壶开水
泡方便面， 这就是午饭， 有些孩子连
方便面都吃不到， 只有从家里带来的
馍馍。

铁山教学点有2名教师， 孟玉强
是上世纪80年代的村聘代课教师。
他在铁山村代课已经超过30年， 因
为家就在铁山村， 就一直坚持在这里
当老师。

“铁山教学点至今还是复式教学，
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 几乎没有像
样的教具， 上课‘全靠一支粉笔一张
嘴’。” 孟玉强说， 像这样偏远的教学
点谈不上教学质量， 老师只能是“带
孩子”。

前些年， 乡上有撤并铁山教学点
的想法， 但村民因接送孩子不方便拒
绝撤并。 虽然学校留了下来， 可从硬
件到教学质量都只能是勉强维持。

据甘肃省教育厅介绍 ， 截至
2013年底， 甘肃省5人以下的学校还
有853个。

矛盾：
既要求发展又要守底线

武都区教育局局长黄克良介绍，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和收入增
加， 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把孩子送到
城区上学， 武都区在2012年之后出资
1.5亿元新建5所城区学校。

但农村教育的一个现实是： 因为
到乡镇学校上学山高路远， 接送不
便。 虽然有免补政策， 上寄宿学校难
免增加家庭负担， 每到学期开学时，
都有家长提出要恢复乡村曾经被撤并
的教学点。

黄克良说，既要靠“集中”提高优质
教学资源， 又要在乡村分散的学校、教
学点保证起码的教育公平， 守住底线。
更让教育部门头疼的是，花了钱、出了
力在乡村建的学校成了“空校”，武都区
目前已有74所乡村完小或教学点因无
生源已成“空校”。

武都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 在山区， 学校是当地条件最好的
公共设施， 但生源流失造成的“空
校” 现象却成了一大尴尬。

甘肃武都南部山区的三仓乡闹院
小学校长谈彪介绍说， 这所小学始建
于上世纪50年代， 2007年学校建成
了新的教学楼， 建筑面积260多平方
米， 当时尚有学生220多人。 从2008
年开始， 学生人数急剧下降， 2014
年有13名学生， 现在全校学生仅剩
10人。

当地一些村干部说， 一方面农村
人口大量外出使村校空置， 另一方
面， 随着本地经济发展加快， 一些早
期外出打工的人口出现回流。 这种情
况下， 一刀切的“集中” 和“保留”
都不现实。

路径：
山乡教育要精准投入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 “大集

中、 小分散” 是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
基本方向， “小分散” 的关键不是广
撒网， 而是精准施策。 现有不少政
策、 做法缺乏精准性是造成乡村教育
种种矛盾的原因。

一些乡村干部和群众说， 有些村
学校明明缺老师， 可上面来的项目却
是盖校舍； 有些教育硬件建设项目没
有考虑到当地人口变化因素， 比如一
个村子在册人口1000人， 学校就按
1000人的规模建，可实际这个村子有

六七百人常年在外打工， 这样建起来
的学校当然会空； 还有一些学校因为
学生人数减少， 教学设备调剂到别的
学校使用。部分教育专家认为，目前农
村教育要精准解决。 不能一说农村需
要教学点， 就一个村搞一个。 学校要
建在哪里， 配什么样的老师、 什么样
的硬件， 都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深入调
查， 拿出精准方案。

现有的教育投入也要充分考虑到
未来的可调整性， 避免浪费。 黄克良

说，武都区目前已有8所教学点或村小
的闲置校舍被改建为村卫生室， 并计
划将有条件的22个闲置学校逐步改
建为幼儿园。“这只是暂时改变资产用
途， 如果未来需要恢复学校或者教学
点， 我们马上可以不同规模地恢复。”

2015年， 甘肃省提出将在58个
集中连片特困县2000人以上行政村
建设幼儿园， 其中大部分将改建在原
有的空置学校。

（新华社兰州5月4日电）

纵
深

“后并校时代”的农村学校何去何从
■骆飞 李春惠

“在山的那边还有个加学村教学
点， 是‘撤点并校'后乡里仅存的几
个教学点之一。” 驻村干部郭知涛边
说边指着远处的山头， 顺着手指的方
向， 蜿蜒的盘山路转入河谷又爬上
来， 层层叠叠的梯田挂满山坡， 农耕
文明在此绵延不绝。

加学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
县加鸠乡，地处月亮山腹地，苗族群众
世代居住于此。 富饶的梯田是村民生
产生活的中心， 也是当地仅有的经济
来源。在这生态良好的大山深处，坐落
着地处偏远、条件简陋的苗族村寨，而
比村寨更边远落后的是这里的教育。

“这是我们学校， 有2个老师， 3
个村的52个孩子在这里上学， 做饭、

上课、 睡觉都在这里。” 加学教学点
负责人之一的赖志灵说， 有24个孩
子因为离家远都住在教学点上。

加学教学点位于加学村村口，一
栋破旧的木楼装着乡村教育的一切。
整栋楼因年久失修已经开始倾斜，木
楼分两层， 一楼大部分是厨房和学生
“营养午餐”的就餐区，其余闲置。二楼
有５间房，２间是教室，２间是宿舍，
还有１间堆放着学生带来的稻谷。

所谓的宿舍， 只不过是铺在地上
的“大通铺”，被子是学生自己的，条件
极其简陋。 2间教室是2个年级、2个
班，学生最大的12岁，最小的仅5岁。

木楼前面是一块没有硬化的空
地，孩子们在这里活动。杂草丛生的空
地上，没有任何体育设施，闲散地堆放
着村民砍来的木材。 教学点的窗户大

多没了玻璃，只能用油纸挡风遮雨，从
外面看上去像打在墙上的“补丁”。 空
地的不远处是一块菜地， 是赖志灵的
妻子吴银燕种的，她负责给学生做饭。

赖志灵说， 因为“撤点并校”，
2010年这里就停课了， 直到2013年
才复课。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 就一栋
烂房子， 不通水电， 和村民反复协调
后才得以改善。

2013年复课的加学教学点和很
多边远山区的村级教学点一样，从“并
校时代”走进“后并校时代”：前期因教
学条件落后而被叫停， 后期又因投入
不足而走入困境，发展十分缓慢。

“现在虽然条件差， 但很多孩子
能就近上学， 村民们都很高兴。” 郭
知涛说， 不过由于学校撤并太多， 农
村教学资源缺口太大， 很多孩子还是

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 他们上学
少则走五六公里， 多则要走十多公
里， 有的还要跋山涉水。

“路太远， 安全隐患大， 尤其对
面山上的秀摆村， 距离加学教学点
10公里， 路上还要过一座独木危桥，
下雨涨水特别担心。” 谈到这些， 赖
志灵很是揪心。

加学教学点只有小学一、 二年
级， 孩子们“毕业” 后要去较远的加
努教学点学习， 那是一座新建的乡村
完小， 教学设施和条件较完善。 而小
学结束后， 他们要到更远的加鸠乡读
中学， 常年奔走在遥远的乡村路上完
成义务教育教学是农村孩子的常态。

加鸠乡中心小学校长梁启松说，
中心校学生共470人， 有385人住校，
学校师资有限， 学生教学管理压力

大。 老师既要教书， 还要管理， 还要
负责学生“营养午餐”， 有时真是
“分身乏术”。 而过于集中的农村教育
教学， 使中心校的运行不堪重负。

加鸠乡副乡长潘小江说， 国家近
年来的教育投入很大， 但像加学村这
样的教学点是否撤并还在讨论， 所以
没有投入太多， 但较大的教师缺口是
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大难题。

郭知涛说， 由于农村教育历史欠
账太多， 类似加学教学点所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通
病 ” ， 在很多边远山区都很普遍 。
“后并校时代” 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发
展机遇， 但遗留和衍生的问题也十分
突出， 值得重点关注， 乡村教学亟待
“点亮”。

（据新华网）

焦海洋 绘

相关报道

李俊和：鼓励学生“胡说八道”

谁声音大， 谁脸皮厚，
就表扬谁

@文登登： 李老师您好， 如何让
学生开口说英语，避免“哑巴英语”呢？

李俊和： 鼓励学生“胡说八道”。
每节课挤出5分钟， 让学生用英语自
由表达， 意思差不多就可以， 不纠
错， 不打断， 不考虑语法。 谁声音

大， 谁脸皮厚， 就表扬谁。 3个月以
后， 错误就会少很多， 就会出现一些
张嘴就能说英语的人。

@卿卿：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想法
比较多， 您是如何与学生沟通的？ 有
不一样的相处方式吗？

李俊和： 首先是尊重学生， 倾听
他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要明确表达，
但要讲究方式。 不能指望学生马上接
受， 要学会等待。 表明自己看法要用
实例说服他。 不管什么学生， 首先是
亲近， 不要形成对立， 否则说什么都
没用了。

@包子妈： 我是一个困惑的家
长， 我儿子今年初二， 数理化成绩都
很好， 就是一看到英语就头疼， 成绩
很差。 怎样才能让孩子对英语感兴
趣？

李俊和： 要和英语老师联系，英
语老师对孩子的兴趣起很大作用。 家
长可让孩子从阅读练起， 读一些简易
的东西，边读边记常用单词。读的有进
步就能提高考试成绩， 成绩好了兴趣
就大。 抓一段时间阅读， 再抓听说，
不要急， 慢慢来。

@文： 李老师， 我的孩子今年4

岁， 很多同龄孩子都被送进了英语早
教班， 我想知道， 孩子应该从什么时
候开始学英语？

李俊和： 4岁可以学英语， 但不
是去背单词、 抠语法。 最好是听听英
语歌曲， 看看英语动画片， 从听入
手。 报不报班都可以， 听录音、 看动
画就行。 总之， 小孩子学英语， 就是
听、 说、 玩、 演、 唱。

强推某种教学模式有
害无益

@晶晶： 李老师， 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 做起来真的很难。 我所在的
市， 教育局在推某种高效课堂模式，
我个人认为不适合我的风格和特点，
其实我们的校长也不太认同， 但是没
有办法。 您怎么看待这种事情？ 作为
教师， 我应该怎样做？

李俊和： 我很赞赏你的态度， 强
推某一种教学模式有害无益。 那不是
改革， 是折腾， 是作秀。 我们应该坚
持真理， 坚持教育的客观规律， 坚持
一切从学生的长远发展出发。

其实， 校长也有校长的苦衷。 他

们都是教师出身， 难道不知道教学的
基本规律吗？ 他们也受到学校之外的
各方面压力。 因此， 尽量坚持英语课
上以英语为主、学生为主、使用为主、
激励为主。 强推的模式一般半年就衰
落了，没有生命力。你尽量别浪费学生
时间就可以了。 另外，多看看新课标，
就会不追风、不浮夸、 不作秀。

开展有层次的英语教学

@慧园： 李老师， 当前的高考改
革背景下， 英语老师如何教学？

李俊和： 英语教学确实需要一些
改进， 做到以下5点：

第一，加大听说的训练。全社会都
在反对“哑巴英语”，今后高考听力的
比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有的地区高
考听力不算分，实在是不明智的决定。

第二， 淡化语法和词汇知识。 有
的老师讲课，总丢不下语言知识，讲得
又多又细，其实没什么用，浪费了宝贵
的读英语和听英语的时间。 今后应确
保一节课至少有20分钟让学生听英
语、读英语，而不是在记录语言点。

第三， 加大阅读训练。 高中三年

应该有100万字的课外阅读， 才可能
过阅读关。 现在普遍的情况是阅读量
太小。 应坚持每日读3篇或3页短文，
一篇精读， 两篇泛读，15分钟解决问
题。 可读简易读物、报纸等。 有位老师
每节课先让学生读5分钟再上课，常年
坚持，效果很好。北京四中和八中都有
教师让学生读原版小说， 同时适当兼
顾教材，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很强。

第四， 开展有层次的教学。 大班
教学不利于个性发展， 可分成小班教
学又不现实。 那就在大班教学时注意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第五， 不要过分计较分数。 要从
高于高考和中考的角度看待教学。 教
师本人要阅读和听英语， 也要写作
文。 教师不能只会讲知识， 也应该是
听说读写的好手。

（俞水 薛腾飞 方艺芬 整理）

想知道更多名师的
故事吗？ 请扫描关注中
国教育报刊社“好老师”
微信———在这里， 读懂
好老师；在这里，成为好
老师。

“重城轻乡”的教育
发展观念亟待纠偏

■邬志辉

“一方面是大量学生向城镇集中， 另一
方面是村民要求恢复农村教学点”， 甘肃陇
南乡村教育出现的这种“苦乐不均”， 其实
也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普遍存
在的现象。

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
新阶段。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流
动， 城市人口过密和乡村人口过疏问题日益
突出。 与之相对应， 县镇、 城市大班、 大校
与乡村小班、 小校的两极化现象越发明显，
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村小
和教学点人数越来越少、 乡村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配置越来越难、 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
去乡村任教。

面对这种情况， 农村学校到底应当怎么
办？ 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在学界和政界， 曾出现了诸如“消灭农
村教育， 让农村孩子全部进城， 享受与城市
儿童一样的高质量教育” 之类的声音。 我认
为这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同
时， 切不可忽视农村教育的战略价值， 更不
能以城镇化为幌子变相剥夺农村教育。 那种
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 取消农村教
育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

正因为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 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 “全面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因地制
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 “支持乡
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
“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
用， 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落实
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 等等。

从表面上看， 城镇化是解决城市问题，
但实质上是解决“三农” 问题， 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不可分割。 从
长远看， 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至1.5亿劳
动力。 但是，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1.5亿
人绝对不可能是老人、 妇女和儿童， 他们必
须是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职业化农
民。

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做基础， 没有农民
的职业化， 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同
样， 没有高质量的农村教育作保障， 即使有
职业化农民， 也会因子女教育问题而迫使他
们离开农村。 发展好现代的农村基础教育，
不仅有助于留住一批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
产， 还有助于加强新农村建设， 让农民在农
村就地过上城市的现代化生活， 更有助于农
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
在农村地区， 教育水平每提高10％， 将多诱
导6％至7％的农民迁出农业， 按照净效应，
它将把农业工资提高5％。 农村教育是农民、
农业、 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和全局性
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农村， 无论在基础设施条件还是
公共服务水平方面， 与城市相比都是全面落
后的， 不具有现代的宜居特点。 如果城乡之
间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不发生改变， 就会继
续引发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聚集， 从而导致
交通拥堵、 贫穷集聚、 环境破坏、 社会失序
等“城市病”。

就教育而言， 大量学龄人口向城市涌
入， 也会对城市提出征土地、 建学校、 雇教
师、 投资金等一系列刚性需求。 建设好农村
学校、 发展好农村教育， 有助于引导农村人
口的合理有序流动， 这既可以缓解大城市的
资源承载压力， 还可以减少城镇的资源闲置
浪费， 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
利用。

城乡差别对待的二元化思想是一种“重
城轻乡” 的城市中心主义教育发展观和价值
观。 这种观念亟待纠偏， 因为这违背了伦理
上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违反了公民平等生存
权、 发展权和受教育权， 背离了公正、 和谐
的现代教育价值理念。

值得指出的是， 实现城乡一体发展， 不
是让城乡一样发展， 而是要扎根于农村本
土、 着眼于城镇化发展实际， 凸显农村教育
的本土特色， 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 实现
农村教育的本土化发展。

总之， 发展农村教育， 全面提升农村人
口的整体素质， 不仅对农村社会发展有利，
而且对城市社会发展同样有利， 这是建设人
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需要。 在人口可以跨城乡
自由流动的背景下， 发展农村教育与发展城
市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特聘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