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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接近了一场真正意义的教育变革的核

心。 与很多人不同，虽然我被视为现行教育“激烈的”批

判者，但是，对于教育变革的态度却比许多人更为乐观。
也许，这是因为我更多地介入体制外的社会变革和教育

创新。放眼世界，古往今来，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和教育

创新，从不是来自政府规划或批准，而是来自薪火相传

的教育家的理想，来自实际的社会需求，来自生生不息

的草根力量。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学在民间”的传

统，相信“学在民间”的伟大力量。 对“学在民间”的信心，
也是对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信心。

自然，一场整体性的教育变革，必然是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这两个过程的互动， 必然意味着政府转型、构

建新型的政校关系，从而为教育家办学、教育家的成长

提供必要的土壤和制度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不仅国家

的教育规划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理念；而且各地也已经

出现了这样的实践，例如在海门和焦作。 它向我们展示

了教育家的理想、教育实验的探索，如何通过地方政府

教育制度创新，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 这是新教育实验

另一个值得认真总结、推广的经验。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 世纪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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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建南京

晓庄师范学校，把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教育智慧和以杜

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融会贯通， 创立生活教育理

论，推行生活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

响。 近 30 年来，行知小学深入领会生活教育理论，且行

且知，执着追求，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成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生动缩影，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们的行动之一：村校联合

1981 年 11 月 14 日， 陶行知先生之子哈尔滨工业

大学陶城教授来到江浦县五里小学，出席“行知实验班”
命名典礼。 生活教育的种子从此播撒在肥沃的乡土里，
引发了“村校联合”的教育探索。

教师们放弃进城教书的机会， 放弃提拔从政的机

会，“捧着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为农民烧心香”，向农民

学习，为农民服务，把让农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最好的

教育作为自己的最大心愿，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事业

中。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村民自发集资十几万元。 1982
年学校异地新建，成为当时全省条件最好的村办小学之

一，吸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

1985 年 1 月 10 日， 江浦县教育局颁发 “江教字

【1985】1 号文”，召开隆重的命名大会，将五里小学正式

更名为行知小学。陶行知先生的夫人吴树琴女士亲自到

会祝贺。
学校面貌的快速变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村

校联合。 开办农民学校，开办扫盲班、实用技术培训班、
夜高中班，帮助青年农民提高素养；成立五里村“教育协

会”、“家长委员会”，帮助农民提升家庭教育观念，发动

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决策、课程改革、质量评价。 这些工作

成了学校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不断深化村校联合的自觉

行动。 五里村将 50 多亩土地捐赠给学校开办实验农场，
家家户户开放给城市学生了解农村、体验生活，则是联

合带来的巨大效益。

1991 年，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授予行知小学全国学

陶成果一等奖；1993 年，行知小学成为首批江苏省模范

村小。
我们的行动之二：城乡联合

1994 年 7 月 18 日，南京市关工委、教育局依托行

知小学创立行知基地。 16 年来， 行知基地精心开发了

“学习农业科技”、“了解农村建设”、“体验农民生活”系

列课程，殚精竭虑，为十几万城市中小学生体验生活教

育的魅力提供热情服务，也努力将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

转化为教师成长“最好的校本研修”和学生发展“最好的

三十年生活教育实践根深叶茂
■杨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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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
行知基地的创立是行知小学生活教育实践的一个

里程碑，标志着生活教育实践提升到了“城乡联合”的新

高度，成为南京市素质教育园地里的奇葩，课程改革实

践中的亮点。
正是由于行知基地巨大的影响力，促成了政府在乡

村小学布局调整中，决定破例保留行知小学，在农民捐

资助学 20 年后，行知小学获得一千多万元的投入，建成

现代化的新校舍，周边 5 所小学并入。

2002 年新浦口区成立后， 区教育局成立生活教育

协作体， 把生活教育作为区域教育的最大特色着力打

造，有力地推动了课程改革，提升了素质教育的实施水

平。

2005 年，行知小学成为江苏省实验小学、文明单位。
我本人参加了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师德报告团，专著《走

在行知路上》作为“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出版发行，《人

民教育》杂志讲述了“乡村教育童话”，中央电视台“东方

之子”栏目以《青春的理想与激情》为题宣传了我的事迹。
行知小学生活教育实践逐渐影响到全国。

我们的行动之三：国际联合

2007 年 3 月， 晓庄师范和生活教育创立 80 周年，
年事已高的陶城教授再次到访行知小学。 这一年，在省

市文明办的大力支持下， 浦口区政府划拨 200 亩土地，
投资 1.3 亿元，开始扩建行知基地，新建幼儿园和中学。
这一年，行知基地被确认为江苏省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

地，国家关工委授予行知基地“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示

范基地”光荣称号。也是这一年 7 月，国家汉办在南京召

开工作会议，正式将行知小学确定为全国 106 个国际汉

语推广中小学基地之一。
以“汉推基地”为标志，行知小学生活教育实践提升

到了“国际联合”的境界。我们开发了“行知文化”、“乡土

文化”、“南京文化”、“长江文化”系列课程，建成外国学

生“中华文化浸濡活动基地”，每年接收来自新加坡、澳

大利亚、 韩国等国家的上千名中小学生开展体验活动。
我们得到省教育厅批准，设立“南京行知苑国际汉语教

师交流中心”，每年为一两百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家的汉语教师提供深受欢迎的培训课程。行知小学和

新加坡行知文教中心合作，每年主办一次“行知思想与

汉语教育国际交流会”。让世界分享生活教育理论，成为

我们的自觉行动。
在国际联合的平台上，行知小学的办学视野得到极

大提升， 特别是开展了基于生活教育理论的小班化实

验，探 索“赏 识 课 堂”、开 发“精 彩 课 程”、锻 造“良 师 队

伍”、实施“微笑管理”、建构“行知文化”，以校本化、全球

化、个别化、网络化的内在品质，在全市小班化实验学校

当中独树一帜。学校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老师应邀到新加

坡、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等国家开展考察讲学活动，
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结交了多所友好学校，
《联合早报》、《南洋商报》等国外媒体纷纷报道。 行知小

学“大气、大志、大爱”的校风，“还能更精彩”的校训，“创

建中国新型乡村小学，迈向世界学校”的发展战略日益

受到关注，生活教育开始走向世界。
我们的思考：高举生活教育旗帜，投身于新的生活

教育运动

2010 年 7 月， 我作为江苏基础教育代表出席了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 在小组会发言中，我汇报了行知小学

30 年坚持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心得，引起热切关注。 是

什么原因使昔日落后的村办小学获得长足发展？是什么

力量从乡村走出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走出南京市基础

教育专家、教书育人楷模，走出江苏教育最有影响力人

物、全国师德标兵？这固然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是各级领导高瞻远瞩关心扶持的结果，是一批有志有为

的乡村教师长期奋斗的结果，当然也是对生活教育理论

继承和创新的结果。
联合办学，正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生动体现。 村校联

合、城乡联合、国际联合，本质上都是教育联系火热的生

活。联合办学，运用生活的力量发展教育，反过来又为生

活提供更好的服务。 生活是生生不息的，联合也是无穷

无尽的。
现在，关于教育理念众说纷纭，反而把最好的东西

淹没了。 我们主张越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越要强化生

活教育。 用生活教育把重要的教育主张整合起来，比如

情境教育、成功教育、愉快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教育、赏

识教育、关爱教育、主体教育、和谐教育、自主教育等等。
用生活教育统整各种教育模式，用生活教育更好地落实

素质教育———正是这样的实施策略，成就了今日的行知

小学。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循着这样的

思考路径，我们尝试用新的视角认识、诠释生活教育。我

们认为，说白了，生活教育就是叫人“生”、让人“活”的教

育，包括关怀生命、关注生长、关心生态、关切生机四大

要义。
关怀生命。 就是要凸显教育主体，无限尊重每个人

的生命价值，无限相信每个人的生命潜能，真正落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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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规划纲要“以人为本”、“促进公平”的根本指导思想，
体现“关怀每一个”的卓越品质。

关注生长。就是要优化教育过程，尊重生命生长的客

观规律，既欣赏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坚决走

出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误区，促进生命自主成

长，让每一个学生充分享受成长的快乐、童年的幸福。
关心生态。 就是要改善教育条件，为生命的健康生

长配备现代化教育设施，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提供健

康丰富的精神营养。
关切生机。就是要抓住教育灵魂。生机是对生命、生

长、生态的一个整体关照，是教育的价值所在、意义所

在、希望所在，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有了生机，生命

就有了活力，生长就有了动力，生态就有了魅力。

人们常常过分关注收成，关心庄稼是否丰收。 其实，
我们真正能调控的是庄稼是否绿油油的。 “绿油油的”，
是生命生长的最佳状态。 我们可以根据庄稼的需要，适

时提供水分、肥料、阳光，可以保护庄稼不缺营养，不受

污染，不被破坏。这个全过程中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是

生机！ 教育，就是要通过课堂、活动、环境所营造的整体

氛围，滋养生命，激发生机。 生机盎然，生机勃勃，人生就

真有希望了，学校就真有前途了。
小学校，大教育；小学校，大文化；小学校，大事业。我

们决心继承陶行知先生未竟的事业， 投身于新的生活教

育运动。 我们坚信，高举生活教育旗帜，小学校一定可以

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做出大贡献。
（作者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

撒 播 希 望 的 田 野
———如皋市白蒲镇“新乡村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刘晓光

一、美好愿景：我们理解的“新乡村教育”
我们认同的“新乡村教育”内涵：一是指新的乡村教

育，主要区别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一时的乡村

教育运动；二是新乡村的教育，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教育现代化及区域教育一体化背景下，以促进乡村

孩子健康成长为中心， 尽最大可能针对乡村教育实际，
挖掘乡村教育独特资源，探索乡村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之路。
“新乡村教育” 的使命： 以让农村孩子享受最佳教

育，获得最佳发展为宗旨，为乡村教师寻求置身乡土社

会的精神之旅，为乡村教育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发展之

路，为乡村孩子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精神之根，从而为

整个社会，为全体乡村孩子生命发展谋求置身现代社会

的精神根基。
二、且歌且行：“新乡村教育”的有益实践

（一）关注乡村教师成长

“教育的力量，在于教师的成长”（于漪语）。 我们提

出了“多想他人”的管理思想。 “他”指对方，包括单位、集

体或个人，“人”含有“人文、人性、人本”的意思，合起来

“多想他人”即是“凡事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从人文的高

度想问题、办事情”。 镇中心学校每年举办“今天我来做

学生，今天我来做教师、今天我来做校长、今天我来做家

长、今天我来做村民”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与此同时，我

们还大力倡导“严守纪律、服务奉献、崇尚执行、合作共

赢”的白蒲镇教育精神和“军规十条”，通过专题培训等

多种途径持续推进。 先后邀请多位成功人士开设励志讲

座，让教师懂得“人生的道路在于追求”和“乡村教育大

有作为”的深刻道理。
镇中心校每年召开行政人员自我批评专题会、教育

发展恳谈会、 教代会和教职工自我批评年度总结会，不

断修订完善 “教职工百分考核方案”、“党员百分考核方

案”、“校长百分考核方案” 和 “教职工绩效奖励考核方

案”。 每年评选“魅力蒲塘”教育功臣、十佳班主任、“多想

他人”先进个人和“严于律己”先进个人。
白蒲成教中心主办的“新乡村教师发展学校”，先后

开展“过关课”等主题活动。 仅半学年，全镇就有 1 人荣

获全国优课评比一等奖，6 人荣获南通市优课评比一等

奖。
（二）构建乡村学习共同体

一是构建。 2006 年 8 月，白蒲镇组建“馨蒲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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