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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
——农村青壮年外迁，深刻

影响家庭和教育生态

侯兆川，在地图上不好找，它的地
名应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
东沙岗村，而当地人更愿意叫它侯兆
川。

千百年来，这里一直被认为是风水
宝地，太行山麓，深山老区，十八盘上，
四面环山，川中一马平川，从未发生过
自然灾害，人们始终相信这里将有“王
侯将相”涌现。

然而，地形偏僻险峻，自然条件恶
劣，“王侯将相”至今没有出现，在城镇
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纷纷“出
逃”，却肉眼可见。

“1300 多人的村子，现在不到 300
人。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刘玉昌
老人今年 69 岁，他外出打工 49 年，老
了回到村里，与一直在农村生活的老伴
照顾两个孙子。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三五成群的老
人蹲在墙根晒太阳，妇女聚在一起窃窃
私语，看到外人进了村里，他们往往齐
刷刷地盯着看。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过去的农村虽
然不富裕，但是总能感到浓厚的生活气
息，干净的村庄、热闹的社戏、农忙的乡
民。而如今，回到村里总感觉到一种失
落的味道，刘玉昌说：“空落落的村庄、
沉迷在麻将桌上的农民、留守空巢的老
人、孤独求学的村娃，渐渐变淡的人情、
物质侵袭的婚姻、低俗的娱乐，即便一
座座二层小楼盖起，也盖不住村庄的虚
空。”

刘玉昌大爷一辈子都要强，在新乡
打工时做过司务长、当过会计，“就是没
有做过闲人”，辛苦一辈子，老人把农村
的房子翻新成了扬眉吐气的二层楼，还
在新乡市里买了楼房。儿子、儿媳在上
海富士康的工厂里打工，“儿子在那是
管技术的，一月一万多元钱，儿媳妇在
那做行政工作，俩人按时按点上班，没
法带孩子”，刘玉昌就跟胃病缠身的老
伴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任。

在农村，照顾子嗣，婆家责无旁贷。
“上下学、吃喝拉撒，包括生病，我

们两个老的都能解决，就是孩子一问我
‘妈妈咋不来看看我’时，不知道怎么
答。”刘玉昌黝黑、坚毅的脸上露出难色。

许多人常常问，为什么农民要离开
土地和家乡，不管孩子？

没有在农村生活，其实很难理解生
计难以为继的恐惧。

走在一望无际的川中盆地，初冬的
麦苗葱茏翠绿，周遭人烟稀少。这片肥
沃的土地，却难以养活年青的一代。

69 岁的王合月老人和老伴带着两
个孙子孙女生活。老人家中整齐、干
净，但也家徒四壁，木质的沙发、茶几暗
哑黝黑，已经看不出生产年代。

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力耕种，便
把地出租出去，一亩地一年赚 600 元
钱。

“这在村里很常见，一般大家都会
把地转租给大户，因为自己耕种一年有
时不如租出去赚得多。富余的劳动力
外出找活干还能赚一笔收入。”郭文艳
说。

为了招待客人，王合月老人一早去
地里捡来别人不要的红薯，刷得干干净
净，入笼屉蒸着。见记者一行来了，热
气腾腾端出来。

“我们啥时没钱了，儿子就赶紧往
家打。俺是能给他省点儿就给他省点
儿，去年攒出来一万多元给了儿子。”王
合月说，看着儿女们在外一个月能赚到
种地一年的收入，觉得苦点累点也值
得。

在茫茫的川中大山里，这样的家庭
实在太过普遍。农村青壮年外迁人口
变化，深刻影响着家庭和教育的生态。

民政部 8 月 31 日公布的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
童 697 万余人。这些孩子几乎都是老
人带着，并且往往老人带着多个孩子。
本是贫穷的生活、多病的年龄、繁重的
耕地劳动，再照顾年幼的孩子，常常让
老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能让孩子吃饱穿
暖就已经难得。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说，这场
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移中，乡
村的社会生态发生巨变，乡村教育因远
离乡土而陷入失忆的窘境。快速的城
镇化，也使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没落，在这种背
景下，农村教育面临深度危机，乡土知
识备受冷落。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
公平的基础”

——新建成的教育中心成
了村里最美的风景

乡村文化的落后，某种程度上反映
出农民思想意识的落后，而农民思想意
识的落后，又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乡村
教育的缺失。辉县市教育局副局长王
彦辉说：“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生起点公
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最有效的途
径。”

为了改变农村的现状，当地建设了
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涵盖幼儿园、小
学、中学三个阶段，2012 年建成。在凋
敝、落后的村庄里，这个新建成的教育
中心成了最美的风景。

紧随其后，最棘手的问题也来了，
“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艰苦，
本就留不住年轻人的农村，更是难以留
住优秀的幼儿教师。”王彦辉说。

2012 年 4 月，时任新乡市同济学
校校长张青娥主动请缨，要来挑起新建
幼儿园重担。彼时，她患癌症一年多，
常常接受化疗。领导们不同意，她却很
倔，她说，改变山区孩子“放牛—卖钱—
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放牛”的人
生轨迹，是治疗自己癌症的良药。

张青娥终于说服了领导。面对癌
症的痛苦、新园的筹办、双校的重担，她
却没有叫过一次苦，如何让山里的孩子
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高品质的学前
教育，张青娥在北京化疗期间一直思考
着。她通过电话、短信动员以前的老部
下郭文艳、宋琪和张靓等人来参与。

回到川中后，张青娥立足农村实
际，提出秉承陈鹤琴活教育思想，实施
生态教育，她倡导“教育即生长、教育即
生活、教育即活动、教育即唤醒”的办园
理念，镌刻在教师们的心中。

初创的幼儿园没电没水、没桌椅没
厕所，墙壁光秃秃的，职工宿舍空空荡
荡，晚上的山风呼呼吹过似鬼哭狼嚎。
在城市里已经生活惯了的女教师们，也
有畏难情绪。但是看着眼前的张青娥
忍着癌症化疗的痛苦却干劲十足，憧憬
未来亲手打造的幼儿园能给留守的农
村娃用上，他们也充满了精神动力。

老师们利用村里的玉米皮、红薯粉
条、秸秆、草绳等创设和丰富幼儿园环
境，开创了独具川中农村特色的文化。
在幼儿园旁边，他们开垦出了 60 亩荒
地，种上各种农作物，既自给自足，也成
为颇具乡土气息的教育资源。

郭文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
累，累得胸痛。但是睡一觉，第二天醒
来，又满脑袋是想法、浑身是力气”。

然而，村民们却并不能理解，有的
村民觉得新建的幼儿园多占了他家的
地，常常来幼儿园大闹；有的村民看着
年轻的女教师拖着巨大的水管浇水弄
了一身泥，不但不会帮忙，还讥讽地说：

“放着城市不待了，来咱这山区。”毕竟，
在大部分当地村民的观念里，但凡有点
本事的都在城里住着高楼大厦。

幼儿园开园后，张青娥和老师们也
慢慢发现无形的落后的农村文化，成为
捆住教育的藤条，让留守儿童的教育难

有起色。张靓老师说：“孩子们常出现
‘5+2=0’的周期规律，每到周末孩子们
回到家中，一周养成的好习惯、好内容全
都蒸发掉，周一回园又要从零开始。”他
们意识到，幼儿的教育离不开家庭，在老
人只有埋怨和愤懑、母亲只会打麻将的
家庭，怎能培养出自信、礼貌的好孩子？

“我一辈子背过锄，拾过
柴，就是没有拿过笔”

——通过学前教育复育乡
村文化

张青娥的难题，在与孙庆忠相识
后，便得到了醍醐灌顶般的解答。

2013 年，一直做农村文化研究的
孙庆忠教授，带着研究生到辉县市做了
一项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调查。
无心插柳的收获是，他不但看到辉县教
师对教育的付出与真情，更看到农村
里，张青娥所坚持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是
这么富有文化深意。

张青娥主张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
强化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农村与孩
子之间的关系，正是孙庆忠一直寻找的
农村文化重建的典型。

“我萌生了一种服务乡村教育的冲
动，更有一种想通过学前教育复育乡村
文化的强烈愿望。”孙庆忠说。

这种复育的可能就在于，张青娥意
识到的要用幼儿带动家长，家长带动农
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何不建一所社区大学，让村民们
有机会走进教室，使学校因凝聚周边村
落而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这一想法
早已有之，孙庆忠实在担心张青娥的身
体状况会难以吃得消，许多次话到嘴
边，没有吐口。

不到几个月，孙庆忠就接到张青娥
的一条短信，邀请他来参加社区大学的
揭牌仪式。

“大学办幼儿园的有许多，幼儿园
办大学的，国内还是第一份。”孙庆忠如

约来参加揭牌仪式，然而张青娥却没有
机会看到这一幕。

发展社区大学的未竟事业成为郭
文艳等更多的“张青娥”的使命。

社区大学开学后，村民起先都只是
观望。老师开始一个一个联络，各个击
破。

村民靳华云说：“对于一个普通的
农村妇女来说，我的生活中除了家人和
庄稼地，就剩麻将和闲话了，很无聊，就
像井底之蛙一样，局限在井一样大小的
圈子里直至终老。”

幼儿园宋琪老师找靳华云，“诱惑”
她说：“咱开的社区大学，让咱农民在村
里也能上得了大学！”

宋老师的话点燃了靳华云心中的
渴望。

“80 后”母亲丁丽萍，爱人在外打
工，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总是感觉孩
子很难管。听老师说社区大学里给讲
育儿知识，她走进了社区大学。没想到
除了育儿知识，还有阅读课、手工课，她
还被当作好的典型，分析怎么陪伴孩子
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王合月老人小时父亲去世得早，母
亲带着孩子们改嫁后，她便在家帮母亲
照顾几个月大的妹妹，没有机会走进学
堂。王合月一辈子不识字、不会写字，
生活除了照顾孩子、做饭、耕地，就是去
烧香。

社区大学成立后，在老师一而再、
再而三地邀请下，她胆怯地走进教室。
得知老人不会写字，孙庆忠手把手教会
她写下了“王合月”3个字。

记者到老人家中采访时，王合月大
娘颤颤巍巍地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边写边含羞地说：“我一辈子背过锄，拾
过柴，就是没有拿过笔。”

自从上了社区大学，王合月去烧香
的时间少了，社区大学的课一次没有落
下。

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川中社区
大学，在成立一周年之际，郭文艳和老
师们策划了一周年庆典活动。

那一晚整个侯兆川沸腾了！
一期社区大学的学员带来了诗歌

朗诵、舞蹈、书法等多姿多彩的节目。
这些原来只是田间地头，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村民，也有了登台的靓丽、自己的
精彩！学员琚秀丽的丈夫为了看媳妇
第一次登台表演，特意从市里赶回来，
他坐在台下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孩子时
而兴奋，他便按住孩子说：“别吵妈妈，
妈妈演出呢！”

张靓老师说：“很多学员把视频发
给远在外乡的丈夫看，他们直夸媳妇好
看！”

那一晚，村民们早早地在舞台下坐
等，结束后久久地不愿离去，他们站在
舞台下扒着眼，看着表演结束后学员兴
奋地谈笑。这之后更多的老百姓萌生
了想要加入川中社区大学的愿望。

一次展演，川中社区大学生动地
向村民们展示了，让社区大学学员拥
有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人生，是社区
大学的办校愿景；“做学习型家长，实
施科学育儿；做智慧型成员，营造和
谐家庭；做建设型村民，打造和谐社
区；做有梦想的新人，带头创业致
富”是社区大学的教育目标。

“我来这，是开了心了！”
——幼儿教师滋润干涸的

心灵

社区大学学员、64 岁的村民王英
英说自己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大写的

“苦”字。丈夫去世早，守寡 40 多
年，她带着 3 个孩子也想过改嫁，但
孩子们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一狠心
就自己挑起了家庭重担。

“我腿脚不好，一个人耕种 6 亩地，
原以为把孩子们养大就成了，没想到，
儿子儿媳离婚了，我 60 多岁的人又开
始养两个小的。”王英英边说边抹眼泪。

王英英送孙女来幼儿园时，郭文
艳发现：“王大娘很多时候处于忧郁的
生活中，不能解脱出来，痛苦至极。
我们就劝她来上社区大学，听听课、

学画画，还能学习怎么高产种红薯。”
没想到王英英上了课之后，就一次没有
缺席过。

耕地那么辛苦，为啥还愿意来上社
区大学？

王英英告诉记者：“我来这，是开了
心了！”上课的时光常常让她忘记生活
的苦。

刘玉昌的家中，两本荣誉证书立
着、摆在家中最好的书桌上，证书里写
着“社区大学优秀学员”。作为社区大
学学员中为数不多的男学员，他常觉得
自己有责任带动更多的男学员参加。

“以前上幼儿园连哭带闹，现在上
幼儿园孩子催我走。瞧瞧咱这小孩能
接受这么好的教育，俺家少两块地也值
了。”曾因为盖学校占了他家地闹情绪
的家长，从心底里认为地少了也值。

在村中采访时，但凡遇到村民，
就能看到村民远远地跟幼儿教师打招
呼、问好。

房玉萍老师常感到骄傲：“在城市
里当个幼师，咱也能当，工资也高一
些。但是，农村的孩子更需要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感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们的
家属自愿克服小家的难处，解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把爱分给农村的
孩子们。李小娟的爱人常年从城里带
着孩子来跟她团聚，张靓的婆婆驻扎
在幼儿园里帮助她带8个月大的乳儿。

宋琪老师总被人问，你与家人总
这样分离，会不会感到幸福指数很
低？她自己心里清楚：“我来到盘上，
其实感到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刚毕业
时文凭不是很好，如今能发挥自己最
大的潜能，所以常感到内心既安静又
充满了力量。如果说以前的我如水，
现在的我是一团火，自己燃烧着，也
点燃了需要温暖的别人。”

房玉萍觉得这两年自己一下子开
了窍儿，以前只知道傻干活，累得不
得了，却不知道图什么，“孙教授给我
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让我们知道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刚入职的李珊老师，接手一个班
级后压力重重，每天见家长来接来
送，只会问原来的老师哪去了，至于
她对孩子多好家长们从来都不会关
心。“或许我没有经验，但是我把我能
给予孩子的全部给了孩子，家长和老
人们慢慢都喜欢我、欢迎我。现在需
要有什么配合的课程活动，一句话就
会有许多老乡来帮忙。这里的工作不
仅仅是工作，也是我的情感寄托。”

“把留守老人、妇女的问题解决
了，就从根上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
题。”辉县市教育局副局长付营玮说。

在今年 6 月举办的“中国学前教
育研究会2018年会上，孙庆忠与郭文
艳把川中幼儿园的故事带给了3000多
位幼教工作者，现场无数人感动得流
下热泪。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海英
说：“培养一个孩子真的需要一个村
庄，培养一个孩子也促进了一个村
庄。川中幼儿园其实是以自己微薄之
力作为杠杆，撬动整个乡村生活方式
和文明状况的改变。”

多年从事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
研工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刘占兰对这一沉重的社会问题有着真
切的触痛和担忧：“川中幼儿园成为文
化中心，承载了几代人对文明的渴望
和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留守的孩子们在幼儿园能受到好的教
育，弥补着亲情的缺失，给孩子们以
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滋养；村民们在
这里懂得了怎样让平凡的生命更有意
义，如何让简朴的生活更加快乐。扶
贫的深层次需求，应该是激发和满足
村民对文明和文化的追求，我们看到
了教育的力量。”

身兼幼儿教育与社区教育，郭文艳
在累的时候，常常想起张青娥的话——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每一个社
区大学的家长学员也是一粒种子，我
们把种子埋进泥土里，用温暖的教
育、用美好的情怀去滋润他们，乡村
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可以预期了。

唤
醒
太
行
山
麓
侯
兆
川

—
—

一
场
通
过
学
前
教
育
复
育
乡
村
文
化
的
教
育
实
验

本报记者

常晶

特
稿

纵
深

初冬，早晨5时10分，军号声悠扬地穿过清冷、寂静
的侯兆川，回荡在山谷间。

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天还黑着。郭文艳没有叫醒上
小学的女儿，想让她多睡会儿。她轻轻拿起手机，打开微
信，给远在浙江绍兴的爱人和儿子发了一个猫咪问好的表
情，然后起身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拧开冰凉的水龙头，
洗了把脸，下楼到厨房看幼儿园的早餐准备情况。

侯兆川的每一天，身为川中幼儿园园长的郭文艳都是这
样开始的。

与当地村里的青年人纷纷离乡相反，郭文艳和一群年轻
的幼师，放弃了城市里舒适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小家，来
到侯兆川。他们不但教留守儿童，还教留守老人。

川中教育实验，让我目睹了
个人、家庭和村落因为教育的回
归而带来的一线生机。这所以幼
儿园为依托、以幼教团队为义工
主体的乡村学堂，已经使 286 位
学员从中受益，这也意味着有大
致相同数目的家庭受到了社区大
学的影响。幼教团队以他们的身
体力行让乡村妇女、老人有了精
彩活过一次的感觉，也让乡土社
会里日渐冷漠的人情在学习的过
程中温暖起来。当教师们一次又
一次讲述社区大学带给他们心灵
冲击的时候，当看到幼教团队在
能量提升中展现其创造力的时
候，我觉得这 5 年是多么值得，
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的变化，而是一个生命发生变化
以后，带给整个乡土社会变革的
讯息。

当没有了学校的乡村和没有
了乡村的学校已变成了普遍存在
的现实，当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
童遭遇“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
去”的窘境，文化记忆能否成为
连接过往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的
精神纽带？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
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如何让乡
村教育回归乡土以传续记忆的根
脉？扎根乡土的教育又该以怎样
的形态呈现呢？

实际上，我们调查的很多地
方已经开始注重开掘乡土社会的
本土资源，把地方特色文化转化
成了内发性的教育资源，河南辉
县川中幼儿园就是一个例子，他
们形成了以生态教育为核心的生
存与发展之道。校园内的生态种
植园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强化
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让孩子
们在课堂上听闻自然界的声响，
让他们在播种、观察秧苗生长和
收获果实的过程中，尽享植物成
长与自我成长的快乐，让他们种
下爱心，拥有责任心。幼儿园从
课程设计入手，将乡村的自然资
源转变成为课程资源：河滩里的
卵石成为孩子们作画描摹的艺术
品，玉米皮在手工制作中华丽转
身为小拖鞋、小靠垫和不忍再触
摸的盛开的花朵，废弃的竹帘变
成了风筝的龙骨，丢落的纸箱竟
然幻化为墙壁上悠然的舞者。尤
为可贵的是，辐射 14 个村落的
川中社区大学，不仅使孩子不再
成为留守儿童，也让麻将桌前的
妇女拥有了服务家庭、服务社会
的尽职生活。在让孩子们享受优
质的乡村教育的同时，也让学校
因凝聚周边村落而成为乡村建设
的中心。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案
例，总会点燃我们在“土地的黄
昏”中通过教育重建乡土的希
望。

在城镇化日益成为乡村发展
的主流话语之时，我们却强调

“回归土地”，也许这是与凯歌高
奏的城镇化并不协调的另类音
符，但是这种“乌托邦式的乡土
性”却是对文化记忆最深层的唤
醒，因为，一个有深度的社会，
必须拥有自己的社会记忆，这是
世代之间维系共同情感和深厚凝
聚力的心理基础。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让乡村教育
回归乡土

孙庆忠

□亲历者说

幼儿园的老师和志愿者教当地村民跳舞。（资料图片）川中社区大学的学员在课上做手工。（资料图片）

川中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本报记者 常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