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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约：

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育试验
西藏是很多人心目中向往的旅游胜地，但如果让你长期留在当地或者到条件更为艰苦的乡村工作，你又能坚持多久？
19 年！ 这是乡村教师洛桑旺堆坚守的时间。
从刚满 20 岁的年轻小伙，到年近 40 的小学校长，洛桑旺堆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朗塞岭完小（2003 年以前为朗塞岭教学

点）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在他看来，乡村学校硬件条件无法跟城市相比，但更困难的还是师资力量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提升。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师资力量比较紧张，很多乡村教师缺乏走出去培训和开拓视野的机会。 而作为学校引领者的校长，其个人

能力和视野更是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甚至学生们的未来。
鉴于此，不少公益组织围绕乡村校长和教师群体，设计了不同的公益项目：如马云公益基金会推出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中国国际民间

组织合作促进会推出的中国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推出的乡村好校长计划等。
从关注教师或校长个体成长，到关注学生学习及生活环境，再到关注学校的整体发展，这些公益项目颇受乡村学校欢迎和认可。 但公益

力量能否激励乡村教师们继续坚守？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乡村教育面貌?不久前，马云公益基金会在推动乡村教育方面又推出了一项长
达十年的试验，从中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 本报记者 皮磊

改变从乡村校长开始

2000 年，20 岁的洛桑旺堆被
分配到朗塞岭教学点工作，教学
条件之差让这个从内地城市求
学回来的年轻人十分吃惊：教学
点没水没电， 下雨时房子还漏
雨，甚至每次下雨时都得盖着塑
料布睡觉。

2003 年，朗塞岭教学点搬迁
至现址，改名为朗塞岭完小。 学
校距乡镇 18 公里，距县城 30 公
里。 硬件条件虽有所提高，但师
资力量的匮乏仍是制约教学工
作的一大困境：由于师资力量紧
缺， 几乎每位教师都有三门课，
还要兼班主任。

此外，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是
寄宿生，老师们下课后还要给孩
子们做饭，晚上要守着孩子们睡
觉。 当时，由于学生求学意识淡
薄，家长也想把孩子留在家里打
杂干活，导致学生辍学现象十分
严重。

这些年，在洛桑旺堆的努力和
带领下，当地小学的入学率从过去
的 40%上升到 100%， 教学质量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 2013年 9月，洛
桑旺堆被任命为朗塞岭完小校长，
他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种
规章制度，并先后制定了两次五年
发展规划，逐渐扭转了学校管理不
到位、成绩垫底的局面。

而实现这些成绩的代价，是
洛桑旺堆牺牲了自己和家人相
处的时间甚至是自己的健康。 因
全身心扑在学校事务上，家人对
他有很多不理解甚至埋怨。

洛桑旺堆选择继续坚持 。
“目前，我们学校教师偏年轻化，
且由于学校教师紧缺，大家走出
去接受培训的机会不多。 我们每
学期也会组织教师参加校本培
训，培训内容大多是关于如何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提升自身
业务水平、如何提升班级管理能
力等。 我们也鼓励教师多参加一
些网络培训来给自己充电。 ”

然而，从学校的长远发展来
看这还远远不够。 现实中，有些
乡村学校的管理者是因为教学
成绩突出而被提拔到管理岗位，
很多校长或管理者并没有经受
过专业的管理训练。 因此，对于
乡村学校校长来说，管理也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

洛桑旺堆坦言，“如果校长
都没有开阔的眼界，那么我们教
出来的孩子也会是井底之蛙。 ”
而他和老师们目前所承受的，也
是其他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的困
难。 不同于其他乡村学校，朗塞
岭完小地理位置偏远，企业及公
益机构等外界资源进入当地成
本也相对更高。 优质资源对他们
来说更为稀缺。

因此，对校长洛桑旺堆和他
的同事们来说，2018 年是一个难
忘且意义重大的转折点：2018
年，经过层层筛选，洛桑旺堆获
得由马云公益基金会推出的马
云乡村校长奖。 这于他本人和整
个学校而言，绝不仅仅是获个奖
那么简单，而是一次难得的提升
和发展机会。

不仅仅是拿个奖

对于入选马云乡村校长奖
的校长，基金会方面支持力度非
常大。 据马云公益基金会执行秘
书长于秀红介绍，每年全国范围
内有 20 名校长入选， 每名校长
有 50 万元预算。其中，10 万元资
助校长个人，用于改善校长的生
活状况;还有 10 万元用于支持校
长领导力提升， 包括国际游学、
国内培训及其他学校跟岗实践
等，结成“乡村教育家”社区以探
索乡村学校发展。 该项支持持续
三年，且支持力度会逐年增加。

此外， 对于获奖校长所在学
校，基金会还会有 30 万元实践基
金：支持学校建立一所“马云乡村
少年宫”，做一些教育教学上的创
新， 同时帮助学校拓展一些优质
资源，从而让学生从中受益。“我
们的重点不是单纯地提升校长的
领导力， 而是通过校长提升学校
整体的管理能力， 并最终落实在
学生身上。 ”于秀红谈道。

记者在朗塞岭完小采访时
了解到， 目前该校共有学生 230
人，教师 20 人。 学校面向周边四
个行政村招生，其中德吉新村属
于偏远的边境地区搬迁过来的
贫困户， 家长教育观念意识淡
薄， 对孩子更是缺少关心与关
爱， 导致孩子的观念也随之落
后。 这就需要学校老师反复和家
长进行沟通、进行家访，传递正
确的教育观念。

同时，由于朗塞岭完小属于

寄宿制学校， 除日常教学外，老
师们还要负责学生的吃、 住、生
活、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 这也
给老师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
压力。 对于像洛桑旺堆这样偏远
地区的乡村校长来说，如果不是
公益力量的介入，可能很难有到
发达城市尤其到其他国家交流
学习的机会，也就无法接触到外
界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式。

“马云乡村校长奖筛选条件
特别严格， 历时四五个月才最终
确定获奖人选。说实话，跟其他地
区的老师和校长相比， 我当时也
没抱多大希望。 ”洛桑旺堆坦言，

“我们的老师们承担着很多教学
以外的工作， 走出去培训的机会
很少。所以，马云乡村校长奖对我
来说不单单是获个奖， 而是为我
们提供了接受培训、 开拓视野的
机会，比如国际游学、领导力提升
培训等，这是最重要的。 ”

在洛桑旺堆之前，已有 13 位
西藏地区的乡村教师获得“马云
乡村教师奖”，两位乡村校长入选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就在前不久，
2019“马云乡村人才计划”申报刚
刚截止，6428份有效申报材料中，
有 216份申报来自西藏。

据粗略统计， 中国约有 20
万乡村校长，他们背后是 300 多
万乡村教师和数千万乡村儿童。
在马云公益基金会看来，一个乡
村校长能深度影响一所学校，校
长的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决定
学校的教育文化，校长的管理能
力决定学校的教学成效，校长的
领导力决定学校的氛围和活力。

“一所好的乡村学校， 甚至能激

活整个乡村。 ”

从一所学校到一个地区

事实上，马云乡村校长奖只
是马云乡村教育计划的一部分，
自 2014 年 12 月注册成立以来，
马云公益基金会相继开展了马
云乡村教师计划暨马云乡村教
师奖、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马云
乡村师范生计划、马云乡村寄宿
学校计划和马云乡村少年宫计
划等，基本形成了乡村教育人才
培养与试点学校模式系列品牌
项目与发展策略框架。

从 2015 年至 2018 年， 马云
乡村教育计划共服务获奖校长
40 人、获奖教师 400 人、入选师
范生 100 人，开展了五所乡村寄
宿制学校试点和 14 所乡村少年
宫，直接影响老师和校长超过八
万人，影响学生超过 100 万人。

教育不仅是改变个体命运的
最好方式， 也是助力精准脱贫最
有效的手段。2018年，为了更精准
推进教育脱贫， 马云乡村教育计
划聚焦在全国 832 个集中连片特
困县、国家级扶贫县及浙江省。

而这几年，西藏一直是马云
公益基金会开展乡村教育公益
项目的重点关注地区。

今年 3 月， 马云曾亲赴西
藏，为新项目在当地落地进行探
访。 三个月后，马云公益基金会
宣布启动一项与拉萨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拉萨师
专”） 为期十年的合作计划———

“拉萨师专·马云教育基金”。 未
来十年，马云公益基金会将捐赠

1 亿元， 联手拉萨师专推动西藏
乡村教育人才培养。

这是马云公益基金会与杭州
师范大学合作设立“马云教育基
金”后，该基金在全国落地的第二
所高校。通过项目合作，基金会方
面希望立足西藏当地， 助力地区
教师队伍建设， 为未来的区域教
育发展储备核心人才。 而这一新
项目与基金会此前系列乡村教育
计划目标一致，互为补充。

据拉萨师专党委书记江白
介绍，该校是西藏地区唯一一所
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师范类专
门院校，也是拉萨市唯一一所高
校。 目前，西藏全区有 52.74%的
小学幼儿师资由该校培养 ，
50.14%的小学幼儿园中层以上干
部也来自该校。 可以说，拉萨师
专的教育教学水平直接关系着
整个西藏地区的教师队伍储备
及未来教育发展。

这也是马云公益基金会选
择与拉萨师专进行合作的原因。

“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在于
教育， 而教育发展的基础在于师
范学校、师范生，这是马云公益基
金会连续五年在中国乡村教育领
域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民族
地区更是如此。 ”于秀红表示，“马
云公益基金会希望用自身的经验
赋能地方， 参与到民族地区的发
展中来， 为这些地方的教育做些
事。‘拉萨师专·马云教育基金’只
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
帮助更多民族地区。 ”

记者了解到，这一亿元捐赠
中，有 4000 万元将用于建设“马
云教育培训中心”；2000 万元用
于设立“马云教育奖”，激励拉萨
师专优秀师范生和教师;4000 万
元用于设立马云教师计划，对一
线教师和校长进行激励和培训。

目前，“马云教师培训中心”
大楼已在拉萨师专新校区内正
式奠基，未来将作为拉萨师专师
生及一线乡村教师、乡村校长的
培训基地。“马云教育奖”计划十
年内资助 800 名师专在校优秀
师范生， 同时创造条件支持 100
名拉萨师专教师到内地师范院
校进行轮训，提升未来教育者的
教育水平。“马云教师计划”预计
十年内为 1400 名一线教师、1000
名一线校长提供支持。 据此推
算，该项目培训的教师将占拉萨
师专教师总数的一半左右。

记者在采访最后认识了一
位来自拉萨师专的“00 后”学生，
名叫次仁欧珠。 他告诉记者：“我
家住在西藏一个高海拔农村，很
多人不愿意去，当地教育十分落
后。 但毕业后我要回到家乡，我
要教出优秀的学生。 ”

在今年马云乡村师范生计
划申报者中，像次仁欧珠这样在
乡村长大的申报者比例达到
81.7%。 他们从乡村走出来后依
然愿意回到家乡发展教育。 而
这，也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希望看
到的结果。

� �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老师们还要负责学生的起居生活。 图为洛桑
旺堆和老师们一起为学生打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