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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陡红小学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史。
从主要靠族人出资，到全体村民自筹资金，再到政府全面出资，陡红小学也从蜗居祠
堂，慢慢蜕变为一所拥有数栋楼房、操场、教学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标准学校。

“克绳祖武”、挣工分、勤工俭学、募捐集资、扫盲、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划、
“985”……70年里，陡红小学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陡红小学身上的每个历史名
词，都是共和国教育发展宏大历史的投射。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从陡红
小学的“三级跳”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蓬勃脉动。

1946年，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老
支书杨安甫当时7岁，已经到了上小
学的年纪。“雨碌中心国立学校”就在
家门口，上学只需步行几分钟。每天，
杨安甫先要过一道校门，再进一道挂
着“克绳祖武”牌匾的拱门，才能到达
学堂。

“当时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
也学点儿算术。1949年解放后，有了
历史、地理、语文，还有音乐。”谈起往
事，今年80岁的杨安甫有点儿激动，
甚至还哼起了《黄河大合唱》的旋律。

70多年过去了，杨安甫看着陡红
小学一步步从一间祠堂变成如今拥
有一栋3层教学楼，一栋3层教师宿
舍楼，一栋两层食堂，篮球场、厕所完
备，计算机室、科学教室、音乐教室等
六大功能室齐全的学校。而且，孩子
们每天可以吃上有肉有菜的营养餐，
不用花一分钱。

从祠堂里生长出来的学校

说起戴姓祠堂，退休教师戴普润
打开了话匣子。他在陡红村出生，在
陡红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毕业后又
回到了陡红小学担任教师、校长长达
31年。

“陡红村几乎全部是我们戴姓族
人。戴姓族人很有眼光，为了给家族
培养更多的读书人，1912年家族出资
聘请了宣威西泽人王永吉，在家族的
祠堂中开办学堂，学生主要是戴家子
孙。”戴普润说。

1954年，戴普润7岁，到了上学
的年纪，就直接来到了“自家学堂”读
书。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政府面
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可能投入大
量资金兴办农村教育，只能强调‘农
民的教育自己办’，戴姓族人依然是
陡红小学的主要出资人。”戴普润说。

戴姓出资修葺了祠堂学校，“是
全村最好的建筑”。当时戴东印是乡
长、戴秉强是先生、戴秉贤是老师，一
个由地方长者、乡绅组成的股东会负
责整个学校的运行，戴家拿出一部分
公地地租，用来延请教师、修葺房屋、
添置学习用品等。

至今，戴普润仍清晰地记得拱门
上挂着的“克绳祖武”的匾额。

“克是攻克、绳是束缚，匾额记载
的是戴氏族人攻克匪患的功绩。而把
学校建在祠堂，也是表示对祖宗的敬
意，对教育的重视。”戴普润说，小时候
读书是很庄重严肃的事，“每次先生要
求我们背书的时候，我们都要先在孔
子排位前作个揖，然后再开始背”。

解放初期，师资困难，陡红小学4
个年级80多名学生只有一位教师赵
国义，但是赵国义却是后来的会泽县
副县长、林业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等

“一大批优秀的人”的启蒙老师，这其
中还包括上世纪80年代陡红小学发
展史上的关键人物戴普焱。

到上世纪60年代，陡红小学规
模扩大到100多人，把周围3个村子
的学生都收来了，教师更加紧缺。

1961年，戴普润因成绩优异，品
学兼优，被推荐到了者海镇东四中上
初一。没过多久，他的老师赵国义找
到了他，希望他能回陡红小学任教。

“那时候我只有15岁，家里穷，早
点儿工作可以补贴家用，我就答应了。”
戴普润说，“语文数学全兜底，我们3个
老师上4个年级的课，一天挣10个工
分，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了。”

戴普润仅在陡红小学当了一年
老师就被调到了盐滩小学，但是这一
年他却教出了一个“好学生”，这个学
生就是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
关键人物、陡红村资历最老的支书戴
兴山。

1960年到1966年，戴兴山在陡
红读小学，用的是毛笔、草纸，坐的是
石凳石桌，一张石桌后面4个学生，

“条件很艰苦”。毕业后，戴兴山外出
当兵，直到1980年才又回到了陡红。

“十几年过去了，学校建筑变化不
大，学生增加到了300多名，学校空间
明显不够，而且建筑老化严重。”在戴

兴山眼中，陡红小学该变一变了。
与戴兴山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戴

普焱。1955年从陡红小学毕业后，戴
普焱一路念到了东川师范学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了邻镇者海当教师，1978
年调回陡红小学担任校长。

再次回到母校，戴普焱用“大吃
一惊”来形容——戴家的老祠堂，到
处是塌梁断柱，倒塌的墙壁，甚至要
用树枝来堵。

“万一倒塌怎么办？老师和学生
的安全谁来保障？”在戴普焱看来，陡
红小学也该变一变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乡
村一片萧条。“得找钱。”戴普焱想。

不久，机会来了。县教育局召开
年度教区负责人会议，戴普焱参加，

“听报告、小组谈论结束后，我大着胆
子把陡红的情况如实说了，当时会场
一片寂静”。

戴普焱感到肩膀被人从后面敲
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是自己在东川
师范学校的班主任杨能，当时正任会
泽县教育局局长。杨能告诉他：“晚
上你来我家一趟。”

怀着忐忑的心情，戴普焱晚上来
到了杨能家。

“你今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不
是事实？”杨能问。

“我在您手下读了3年书，不会说
谎。”戴普焱说。

“好嘛，我给你拨6000元钱，把
陡红小学修好。”杨能说。

但戴普焱还有自己的想法。“按
照教育局的意思是修修补补，但是陡
红小学已经300多名学生，现有规模
已经无法承接这么多人，而且祠堂已
经用了几十年，没有修的价值了，应
该推倒重建。”戴普焱没有直接表达
他的意思，而是保证回去完成任务。

回到陡红小学，戴普焱跟教育组
长表达了他的想法。“6000元想建一
个新学校？而且你拆了戴家的祠堂，
族人会允许吗？”教育组长反问。

戴普焱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叔伯
兄弟们的想法，“这是拆自己家的祠
堂，宗亲反对声很大，但是我是校长，
要对师生生命安全负责，而且办好教
育也是为了戴家的未来。”在宗亲的一
片反对声中，戴普焱还是开工了。

拆掉祠堂，重建学堂

顶着重重压力，陡红小学重建工
程在1982年底开工了。推倒祠堂，
一切重来！戴普焱干劲很足，教师和
乡亲们也很支持。

当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
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
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发
布，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各地农
村纷纷自发集资、募捐，多渠道筹集
资金，兴办教育。

仅仅一年，一栋两层10间屋子
的土木结构小楼就建了起来，总造价
1.5万元，除了县里给的6000元，剩
下的全部为自筹。

“事实上，当时是缺钱、缺料、缺
人手。”用戴普焱的话来说，重建学校
是“凑毛擀毡，越擀越宽”。

缺钱，村民们5元、10元地凑；缺
料，老百姓有木料的捐柱子、椽子，有
砖瓦的捐砖瓦；缺人手，17名教师全
部上阵，扛木料，搬砖瓦，“肩膀都压
坏了”……

房子盖起来没几年，戴普焱就调
走了，接任校长的是戴普润。

“1988年我又回到了陡红小学，
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建成了，当
时陡红小学是我待过的学校中条件
最好的，不过仍有遗憾。”戴普润所说
的遗憾是学校没有厕所、操场等配套
设施，条件依然艰苦。

戴普润找到了他的学生，时任陡
红村支书戴兴山，希望他能动员村民
集资把厕所、操场等修齐全。

“当时陡红村经费仍然十分紧
张。”戴兴山回忆，但是戴普润认为，

“经费再紧张，为教育花点儿钱是值
得的。”

戴普润说服了戴兴山。戴兴山

带着大队成员挨家挨户集资，最后筹
集了9000元，为学校修了厕所，平了
操场，建了篮球场，添置了简易课桌
椅……

回忆过去，戴兴山觉得特别不容
易。

“当时的国家政策，教育是分级
管理，中学属于县级，小学属于乡级
管理。修建学校主要靠村民集资，陡
红村除了募捐的，每人集资5元，大队
干部天天下去向老百姓集资。”戴兴
山说。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1986年出台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
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实施细则》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
人民政府，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
资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增加了将
学校勤工俭学收入部分应用于改善
办学条件的内容。

戴兴山对勤工俭学印象深刻。
“那时候地方十分贫穷，学生的课本、
本子、铅笔，教师的教具，照明的燃料
都没有。”学校每周拿出一天时间，由
老师带着学生做一些本地劳务性的
东西，拾柴禾、搬砖瓦、背煤炭、摘野
果……通过劳动收入解决教学所需。

当时，后来的陡红小学校长陈正
亮正在学校当班主任，从二年级到五
年级，两年多时间，陈正亮带着班上
30多个孩子通过勤工俭学挣了500
多元钱。

“那时候学费仅仅8毛钱，但很多
乡亲还是交不起，通过勤工俭学，那
几年班里没有一个学生向家里要钱
交学费。我们还买了许多学习用品，
完全自给自足。”陈正亮说。

乡里补助、群众集资、勤工俭
学……“苦”字当头，让陡红小学从
蜗居祠堂变成拥有两层土木结构教
室的楼房，还配备了厕所、操场和简
易课桌、教具。

至此，陡红小学一跃成了四里八
乡“最好的小学”。

1993年，戴普贵接任戴普润担任
陡红小学校长。戴普贵赶上了好时
候，更办了一件好事情。

好事是指1998年陡红小学被列
为土木校舍改建工程项目学校。“当
时，上级补助了5万元，本村群众人均
集资40元，共集资8万元，建了一幢面
积为34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教学楼。
陡红小学的建筑面积大大扩张，办学
条件改善突出。”戴普贵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确立20世纪末期基本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两基”），并指出“两基”的重点和难
点在农村。陡红小学除了日常教学，
还承担了“两基”攻坚任务。

“连续3年多时间，我们白天给孩
子上课，晚上给村民上课。”老教师戴
普田依然记得识字课本有42课，每天
晚上2个小时，教师们轮流去扫盲班。

“当时的口号是‘一长管两校（夜
校和白天的学校），一师任两教’。”戴
兴山说，陡红村在2000年完成了“两
基”攻坚的任务。

苦字当头，实干兴教

现在的陡红小学，环境优美整
洁，篮球场、食堂、宿舍、六大功能室
齐全；教师办公室里挂着十几张奖
状：雨碌乡先进学校、雨碌乡二类学
校综合考核第一名……

“2000年以后，学校发展几乎没
有遇到什么困难，一波一波的政策红
利让陡红小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不
仅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学改革不
断推进，教学成果也十分突出。”陡红
小学原校长戴兴胜（2001—2014年
任校长）说。

2001年 6月11日，国务院召开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国务院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作
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
制的决定，提出了“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
主”的新体制。同时，中央决定每年拨
款50亿元发展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
育，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危房改造、教师
工资发放、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等。

随着外地教师越来越多，教师住
宿成了问题。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
后，政府财政拨款10万元，陡红小学拆
除了1983年盖的两层土木教室，盖了
一幢面积为46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综
合楼，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附属建设。

2006年1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决
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2182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
免学费140—180元。我国逐步把农
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
范围，明确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全部
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学生继续实施

“两免一补”（免除书本费、杂费，补助
寄宿学生生活费）政策，陡红村村民
的负担进一步减轻。

2011年营养改善计划实施，陡红
村的孩子们再次得益。

“从我读书到现在，50多年了，孩
子长期吃苞谷、洋芋、黄豆。现在好
了，营养餐有牛肉、猪肉、牛奶、鸡蛋，
而且全免费。”戴兴山感慨地说。

2013年，为了让孩子们吃上热乎
饭，陡红小学又在操场上建了一栋两
层271平方米的食堂。

“孩子们有地方可以坐，有干净
营养的热乎饭可以吃，家长放心，学
生安心。”戴兴胜说。

2017年，陡红小学又新建教学综
合楼960平方米，配备了计算机室、
科学教室、美术室、图书室、体育功能
室，教学质量长期在雨碌乡二类学校
中名列前茅。

“雨碌乡共有13所中小学，我们定
位为二类学校，在7所二类学校中，陡
红小学是历史最悠久、办学成绩最突出
的。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有我们陡
红小学出去的孩子考入‘985’‘211’高
校。”雨碌乡中心学校校长朱云果说。

在教师办公室里，除了各种奖
状，还有一个公告牌让人印象深刻：
戴普增，昆明市委组织部干部；戴普
义，会泽县林业局局长；孔令明，北京
大学学生；戴果，南开大学学生……
70年来，从陡红小学走出优秀校友近
百人。

而会泽县，这个乌蒙山深处的国
家级贫困县，2010年以来有128名学
生考入北大、清华。

是什么使陡红小学、会泽县教育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在会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加明
看来，一是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彻底
改变了会泽教育的面貌，二是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使会泽县的教育质量大
为提高。

“过去是土房子、土台子、土砖，
生产队巴掌大的公房用作教室，办学
堂是十分艰苦的。而随着教育经费
的不断增加，一系列工程如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工程、寄宿制学校建设工
程、薄弱学校改建工程的实施，使学
校建设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学校
越来越好，多数学校已经是当地最好
最美的建筑。”陈加明说。

硬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教育质量
的提升。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山区学子
通过教育改变命运，2000年以后，会
泽县开展了系统深入的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打牢了教育腾飞的基础。

“配合国家政策，会泽县也对教
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陈加明说，首
先是教育经费、人事由过去的乡镇管
理统一上收到县管理，教育局有了对
整体学校的规划布局和人事安排的
权力，全县教育一盘棋。其次，在学
校内部实行校长聘任制，彻底地去行
政化，让校长安心办学。在新千年之
初，当地又进行了教育资源的科学配
置，实事求是地进行校点布局，“小学
尽可能集中在大的行政村来办，初中
集中在中心乡镇来办，高中集中在县
城来办”，集中资源、规模，提高办学
效益和质量。

陈加明自豪地说，事实证明，这些
年来会泽教育的改革是成功的——高
中教育质量突出，中小学布局合理，教
师队伍稳定、素质高，生源回流……

在陡红小学的教学楼上，“苦字
当头，实干兴教”8个大字闪闪发光。

“70年来，贯穿陡红小学发展
史的就是这样的奋斗精神。”陡红
小学现任校长戴龙飞说，陡红小
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2000 年和
2013 年完成的三级跳，离不开苦
干实干，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
撑，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心，
而陡红小学的发展史，折射的就
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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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民的教育自己办”
陡红小学在戴氏祠堂上课，戴

姓族人为主要出资人。

20世纪80年代：
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人民政
府，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
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

各地农村纷纷自发集资、募
捐，多渠道筹集资金，兴办教育。
陡红小学拥有了砖混结构教学楼，
修起了操场、厕所，办学条件逐步
改善。

新千年：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决定，提
出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
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
制。

2006年1月，全国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2182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
年每人减免学费140—180元。逐
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明确对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学生
继续实施“两免一补”政策。

陡红小学发展进入快车道，校
园建筑焕然一新，六大功能室齐
全，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国家政策与陡红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