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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赋能村小

一场把“根”留住的自我“革命”
� �“六一”前夕，位于河北省秦
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隔河头
乡的大森店小学，一场别开生面
的“创想乡村，筑梦六一”公益主
题乐高积木颗粒拼搭活动上演，
全校 164 个孩子和 11 名老师是
这场活动的主角。

当天，大森店小学的学生通
过创意拼搭环节，运用乐高积木
颗粒发挥无穷的想象力，拼砌自
己心目中理想的乡村少年宫。 这
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乐高积木
颗粒，与城市孩子相比，乡村孩
子在获得玩乐材料和玩乐机会
方面会更加缺乏，这种现状因乐
高的到来正在改变。

但谁又能想到， 这所如今容
纳着 164 名孩子的村小（属“完全
小学”，一至六年级），在数年前却
几经风波，多次差点被撤销。

在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建
设下， 村小一次次与“命运”抗
争，又一次次与“幸运”牵手。

社会力量注入的一滩活水，
将村小的能量激活并发起一场
自我“革命”，带动学校、家长、学
生、村委有机互动，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新风尚。

最终， 村小不仅把“根”留
住，还逐渐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
的典范。

把“根”留住

2005 年，赵银凤来到河北省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隔河
头乡大森店小学担任校长，学校
就 15 个学生， 属于单人独校的
乡村教学点。

赵银凤坦言，学校基础条件
差，留不住人才，引不来资源。 该
村和邻村的家长们宁可将孩子
送到数十公里外条件较好的学
校，也不愿意在大森店村小学就
读，这使得学校每年招生的生源
上不去。

“一句话，学校条件不行。 ”
赵银凤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2001 年，国家正式开始推行
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中心布
局的“教育改革”。 具体说来，就
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
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这份由国务院出台的名为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的文件，第十三条要
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
照小学就近入学、 初中相对集
中、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
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

这一决定，在教育界被简称
为“布局调整”，在民间，则被简
称为“撤点并校”。

有统计数据表明，从 1997 年
到 2010 年的 14 年间， 全国减少
小学 371470 所，其中农村小学减
少 302099 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
量的 81.3%。

按照政策，由于大森店小学
学生招生人数达不到开班标准，
只能采用隔年招生的办法，学校
被纳入撤点并校的范围。

村小的自我“革命”

2008 年，一家致力于支持中
国贫困乡村基础教育的社会组
织“中国滋根”来到河头乡大森
店小学， 开始资助该校贫困学
生，并逐步发展到支持当地乡土
文化传承和家长赋能培训。

2008 年，“家校共建计划”发
起，通过孩子动员家长参与到学
校发展之中，在学校开设家长培
训班，为家长赋能。

由县扶贫办、乡政府聘请专
业技术能手为学生家长培训瓜
果育种、苗木修剪、农机使用等
技术， 学校方面负责子女教育、
学生饮食、关爱留守儿童等方面
培训。 中国滋根为校方筹集经
费， 助其民间传统曲艺秧歌传
承，保护乡土文化。

赵银凤表示：“‘家校共建计
划’让孩子与家长走进社区参与
村庄建设，学生们每月都会带着
家长组成大手拉小手的义工队，
进入当地老年公寓慰问，通过孩
子的行为来影响家长，让家长看
到孩子的改变。 ”

“家校共建计划”的开展成
果有目共睹。 家长们不再将自家
孩子送往数公里外的学校，而纷
纷将其留在大森店小学就读，一
些邻村的家长也将孩子送入该
校就读。

村里看到社会组织的入驻
给学校带来的改变，对于被纳入
撤点并校对象的大森店村小学

有了新的认识，关注点从当初准
备撤点并校转变为支持发展，鼓
励学校积极配合社会组织的公
益项目落地实施。

最终，由中国滋根、学校、村
里三方集体向县教育局报告，希
望能够保留大森店小学，该村村
支书也多次为此奔走疾呼，2015
年，当地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
复决定保留大森店小学。

大森店小学的“保住“得益
于社会力量落地后带来资源杠
杆效应， 撬动着政府、 村民、学
校、家长和学生，让其携手共建、
共治、共享。

社会力量助力孩子成长

近几年间，大森店小学就读
的学生数量激增，从最初 2005 年
的 15 个孩子发展到了今天 164
个孩子。 学校资源条件的改善除
了引来学生数量的变化，也带动
了教师在当地扎根的数量，由原
先只有赵银凤一人，发展到现在
的 11 名教师。

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问题依然存在。

“学校就一个专职音乐老
师，其余均是兼任。 体育老师也
都是由 5、6 年级的数学和思想
品德课老师兼任，美术课就是我
老公来教画画。“赵银凤说，“现
在，乡村学校艺术老师不足仍然
是个很大的短板。 ”

马云公益基金会与乐高集
团的出现令赵银凤村小的自我

“革命”来得更快。2017年，大森店
村小学校长赵银凤获得了当年的

“马云乡村校长”荣誉，奖励总计
50 万资金，10 万用于改善个人生
活，10 万用于个人能力提升，30
万用于马云乡村少年宫建设。

马云公益基金会一直为践
行“让每个乡村孩子成为最好的
自己”而努力，除了“马云乡村教
师计划”、“马云乡村校长计划”、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马云
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之外，2018
年，“乡村少年宫计划”也陆续在
“乡村校长计划” 获奖者所在学
校落地实施。

马云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

长于秀红表示“帮助乡村孩子成
为最好的自己是马云乡村教育
计划的终极目标，但如果单纯直
接面对孩子，一个数量多；二是
基金会能力也有限。 ”

通过调研思考，马云公益基
金会得出一整套乡村教育人才
体系的支持路径。 首先，“教师群
体”会给孩子成长起到最核心的
作用， 创立‘马云乡村教师计
划’；其次，“校长群体”是一个学
校的领导者，能够给与教师激励
和支持，创立‘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再次，“师范生群体”是专业
师范学校毕业去到乡村一线的
新教师， 创立‘马云师范生计
划’， 从新教师到乡村教师再到
乡村校长，这三者间就形成了系
列支持体系。

2016 年 7 月 4 日，马云公益
基金会启动“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每年从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学
校评选出 20 位优秀乡村校长，为
每人提供价值 50万元的支持。其
中，10 万元用于帮助改善个人生
活；10万元用于领导力提升，包括
参与国际游学、领导力课堂、跟岗
时间及资深校长结对提升；30 万
元作为实践基金用于所在学校建
立乡村少年宫， 帮助获奖校长开
拓新乡村教育模式。

个人生活改善了，就解除了
后顾之忧；领导力提升了，工作
能力和工作方法就有了质的飞
跃，知道劲该往哪里使；新乡村
教育模式拓展了，校长和老师们
有了施展抱负的更大舞台，孩子
们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世
界，跟城里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
线上。 这 50 万元资金支持的三
个方向， 是逐层递进的关系，所
起到的作用也是逐步升级的，从
局部到整体、从个人的层面上升
到农村教育的大局。

2018 年，“马云乡村少年宫”
陆续在获奖者所在学校落地实施。

于秀红表示，“少年宫这个平
台期待有更多优质资源，包括企
业资源合作加入，让孩子在快乐
中学习，不断发挥潜能，更好培
养孩子们智商、情商、爱商。 不仅
只是学习知识，还应有充足的社
交能力和责任心。 ”

学校提供硬件教室成为少
年宫的必备空间，通过专业的设
计公司形成统一风格，同时添置
iPad、VR 眼镜等基础设备， 让孩
子们在玩耍中学习，提升自我。

少年宫定位定位于三点，看
世界、见未来、育自己。 首先，让
孩子体验科技的魅力，但多数乡
村孩子如今还鲜有机会触碰。 其
次，引入通识教育课程，乐高集
团、故宫博物院、秦始皇陵博物
院合作， 定向开发在线课程，让
孩子们在少年宫 VR 体验；最
后，少年宫未来会安排音、体、美
的艺术类课程。

此前， 马云公益基金会已建
成了 14间乡村少年宫实体空间，
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历史、
科技、艺术等少年宫活动内容，预
计在未来三年乡村少年宫还将覆
盖到包括陕西、浙江、湖南、甘肃、
内蒙古、四川、云南、河南、河北、
西藏等 10个省份。

作为合作方之一，乐高集团
将为每所乡村少年宫赞助儿童
玩乐课积木。

乐高集团全球社会责任副
总裁 Kathrine Kirk Muff 表示 ，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从玩乐中学
习对所有孩子都很重要。 乡村孩
子教育对整个中国教育是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但与城市孩子相
比，乡村孩子在获得玩乐材料和
玩乐机会方面会更加缺乏。 未
来，乐高集团将在中国重点关注
包括乡村孩子在内的缺乏玩乐
机会的儿童群体，为孩子成长创
造更多机会。 ”

今后，乐高集团还将为更多
中国乡村学校提供物资捐赠和
“寓教于乐”理念教师培训，将富
有创意的高品质乐高玩乐体验
带给更多缺乏玩乐机会的乡村
儿童， 推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培养其核心能力， 包括创新能
力、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预计将惠
及超过 3 万名乡村学生和 300 名
教师。

这个即将到来的 7 月，孩子
们就将搬入新的校舍，那里有少
年宫和乐高积木颗粒正在等着
她们。

近几年，大森店小学就读的学生从 2005 年的 15 个发展到了今天 164 个

大森店小学的学生拼砌自己心目中的乡村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