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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之痛:
农村教学点发展困境与应对政策

———当地教师的声音与“规模效益”实践取向批判

张金龙,秦玉友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长春130024)

  摘要:农村教学点可以保障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就近方便地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对实现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与四川省 N县农村教学点教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作
为农村小规模学校,农村教学点的生存状态反映出了教学点当下所遭遇的诸多现实挑战。农村教学点面临的生存

危机、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教育效益、社会效益遭到忽视,与人们片面追求“规模效益”密切相关。转变“规模

效益”思维,尊重农村教学点的教育效益、社会效益,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是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的应有之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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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农村教学点是我国农村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6年,我国农村教学点共有96906
个①,占全国教学点总数的98.44%,占村小学和教

学点总数的39.09%。在四川、广西、江西、黑龙江、
湖南等地,农村教学点数超过了农村小学数,占农村

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比值分别达到了62.51%、52.
49%、52.30%、51.44%、51.12%[1]514-515,520-525。作为

保障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提升农村地区

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办学模式,农村教学点在“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方面所发挥

的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2018年5月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

见》,指出:“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

学和教学点)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以下统称两类学

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两类学

校,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

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基本要求,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2]。作为农村地区以复试教

学为主的小规模不完全学校[3],与村小学相比,农村

教学点被剥夺了“法人资格”,在教育场域中处于更

加边缘的位置,特殊的办学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有效

及时的满足。
在学术场域,学者对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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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论证[4],对农村教学点经费保

障、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

定的揭示。孙来勤等人认为,农村教学点在服务对

象、师资配置、办学条件以及新增教学点生成方面存

在着“边缘化”特征,应立足于公共治理的视角对农

村教学点的发展进行政策设计[5]。范先佐和赵丹基

于实地调研指出,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差、教师素质

低、工资待遇低是制约农村教学点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力度,完善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师资配置方式,改善

农村教学点办学条件[6][7]。任春荣通过对城镇化进

程中农村教学点发展状况的历史性分析后指出,国
家政策是引发农村教学点规模变化的根本原因,有
鉴于农村教学点所面临的督导检查不计入校数、属
性不清、投入不足等困境,应赋予教学点以平等的学

校地位,认可教学点复试教学的特有价值,遵守弱势

优先原则加大对农村教学点的投入[8]。上述研究均

站在“他者”的视角对农村教学点生存现状和未来发

展策略进行了阐述。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明辨农村

教学点所处的不利境地,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的针

对性,了解场域中行动者的观点具有重要价值和意

义。本文首先对农村教学点教师眼中的教学点生存

状态进行勾勒,然后对引发农村教学点生存困境的

实践逻辑———“规模效益”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对
农村教学点的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一 资料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课题组成员在农村教学点数量较多的国

家级贫困县四川省 N县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课题组成员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

方法收集了当地农村教学点的相关资料。在农村教

学点的选择上,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目的抽样相结

合的方式选取样本。首先,以人口密度为主导,同时

考虑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

的因素,将N县分为北部地广山高、人烟稀少区,中
部山水相绕、县城辐射区,南部地势平坦、人口稠密

区。其次,在这三个区域中分别进行目的抽样,选取

位于北区的3个教学点、南区的4个教学点、中部的

1个教学点。在不干涉农村教学点正常教学秩序的

情况下,对这8个农村教学点的教师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参与访谈的教师和所在农村教学点的基本情

况,见表1。访谈过程中,农村教学点教师就教学点

的状况与相关主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了收集到更

加多元丰富的研究资料,保障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依照“三角校正法”的相关要求,课题组成员还与

N县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领导、各学区负责人进行了

为期1天的座谈,与县教育主管部门协商并面向全

县发放农村教学点调查表,利用这些资料检验、补充

教师的访谈内容。调研收集到的资料统一在 Nvi-
vo11.0中进行编码分析。

表1.参与访谈的教师和所在农村教学点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参与访谈教师编码名称 性别 年龄 教龄 职称 所教年级 所教学生数 教学点学生数

1 S-N-N-XT-161012-M-D 男 48 27 小学一级 学前+二 12+8 20

2 S-N-N-YS-161012-T-Q 男 59 36 小学高级 二 4 20

3 S-N-N-YS-161012-T-W 女 29 10 小学三级 学前+一 11+5 20

4 S-N-N-SY-161011-M-J 男 51 17 小学一级 学前+一 8+2 10

5 S-N-N-CP-161012-M-W 女 42 24 小学一级 二+三 5+6 31

6 S-N-N-CP-161012-T-C 女 19 1 无(代课) 学前+一 16+4 31

7 S-N-C-HS-161012-M-L 男 44 15 小学一级 一+三 4+1 27

8 S-N-C-HS-161012-T-Y 男 58 41 小学高级 二+三 3+1 27

9 S-N-S-YD-161010-M-X 女 45 12 小学一级 一 10 62

10 S-N-S-YD-161010-T-C 男 52 20 小学三级 三 12 62

11 S-N-S-YD-161010-T-CG 男 42 20 无(代课) 学前+二 27+1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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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N-S-SL-161011-M-Z 男 52 35 小学三级 学前+一 11+4 15

13 S-N-S-NY-161010-M-S 男 54 27 小学一级 一+二 9+6 43

14 S-N-S-NY-161010-M-B 男 58 33 小学高级 三 10 43

  注:1.参与访谈教师编码原则为:省-县-区位-学校-访谈日期-角色-姓氏;2.角色编码中,M表示教学点主任教师,

T表示教学点普通教师。

  三 农村教学点的生存状态素描

农村教学点多位于我国边远贫困地区,为农村

地区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四川省 N县地

处山区,境内蜀道蜿蜒狭窄,交通十分不便,许多村

庄至今仍未开通乡村客车。鉴于到选定的农村教学

点大约需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的车程,课题组成员

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商定每天早晨六点半

从县城出发,由熟悉山路的司机开车“护送”课题成

员前往目的地。在前往教学点的路上,透过车窗,远
处是仿佛永远望不到尽头延绵至天际的山峦,“近在

车边”的是悬崖峭壁,纵深千尺的沟壑。调研期间,
就在这种“惊叹”与“惊恐”交织的情绪下,课题组成

员艰难地到达调研地,就农村教学点生存状况问题

与教学点教师进行深入访谈。虽然参与访谈的14
位教师在性别、年龄、教龄、职称等方面存有差异,所
在教学点规模也有所不同,但农村教学点在生存状

态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一)“走不掉”的农村边缘学生

“生源少,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是当前N县

农村教学点的最大实际。一般认为,农村教学点生

源少、规模小是两大主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

变,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降低;二是城镇化背景下,
农村适龄儿童“向城性”流动。在谈到相关问题时,
教学点教师们均指出,当地村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

状况一直较为稳定,每家普遍生育两到三个孩子,并
未发生大的变动,农村教学点生源锐减最为主要的

原因是农村适龄儿童出于各种原因的“向城性”流
动,而非源于出生率的变化。

  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都出去打工了,孩子

也就跟着他们到外边读书了……农村学生成绩

好一点儿的,家庭经济条件还可以的也都送到

城里读书去了,老百姓有一种盲目趋城心理,有
点钱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去了,(他们认为孩

子)送到外地上学是一件体面的事情。(访谈文

本:S-N-C-HS-161012-T-Y)

Y老师认为,在农村地区,孩子进城上学已经具

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农村家庭在其所处

农村社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特定追求。其他参与访

谈的老师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他们感叹“父母外

出打工的”“家里有钱的”“城里有人的”“成绩好的”
学生,即那些在农村地区拥有相对良好的家庭经济

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学生以及具备良好学习

禀赋的学生,都离开了农村到城市上学。这些学生

离开了农村,那么留守在农村教学点的学生是怎样

的学生呢? Y老师又介绍了教学点及自己班上学生

的基本情况。

  办幼儿园也是希望能留住些生源,我们小

学招生存在困难,没办法,实际上(小学)要求招

七岁的学生,我们五六岁的学生也招。智力好

些的都走了,学习差的学生才在这……
三年级原来有两个学生,一个跟着他哥哥

到中心校去了,父母在旁边租了房子。现在就

剩杨华(化名,7岁)一个人,他爸妈出去打工

了,现在家里老人带着。这几年打工也不挣钱,
但没办法,也得出去,因为我们这儿种地一年才

能剩两三千块钱……就是教他一个人,也得认

真教,但他太小了,课程又比较深,你得个别辅

导过他才能勉强做题。(访谈文本:S-N-C-
HS-161012-T-Y)
农村教学点教师承办幼儿园的原因之一,是希

望家长出于“习惯”,等到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依然留

在已经熟悉了教学点,从而保障教学点的生源和表

明教学点存在的必要。同时,为了确保小学每年都

能招到学生,教学点招生时不得不降低招生的年龄

限制,招收一些尚未达到入学年龄儿童。正是当地

年幼的以及像杨华这样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逃离”
教学点的农村学生,构成了教学点在校生的主体,成
为教学点服务的主要对象。他们往往是农村社会底

层中的最底层,处境不利群体中处境最不利的群体,
确保这些儿童能够享有优质的教育,不仅关涉到教

育公平,还关涉到整个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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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班”“包点”的农村教师

调研期间,课题组成员希望不去打扰农村教学

点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由于几乎所有的教学点教师

都是“包班”或者“包点”教学,如果某位教师在工作

时间参与访谈,那么教师所教的班级或教学点教学

工作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根本找不到其他教师来代

课;而如果在老师下班之后进行访谈,那么课题组成

员在夜晚返回县城时会存在着较大的交通安全隐

患。为了解决上述矛盾,教学点教师往往会安排所

教学生在教室里上音乐课(看视频,这是农村教学点

音乐课的“正常”形式),并由一到两名课题组成员在

教室内照看学生。教师们普遍反映,“包班”“包点”
教学让他们感到身心疲惫。

  我每天早上大约七点多来到这儿开始收拾

厨房,打扫学校教室卫生……所有的课都是我

上,包括音体美。当然,相对来说,改作业的工

作量少了很多。(访谈文本:S-N-N-XT-
161012-M-D)

营养餐是个好政策,可是谁来做饭呢? 有

一个下雨天,我在这边厨房正烧着油准备炒菜,
听到外边有孩子在哭(这个孩子倒在水坑里

了)。我跑过去抱起那个孩子,就在去抱那个孩

子的时候,厨房这边的油锅燃起火来,我赶快冲

回去关掉煤气,差点就酿成了大祸。(访谈文

本:S-N-N-SY-161011-M-J)
“包班”“包点”教学是 N县农村教学点教师工

作的常态,虽然教学点教师所教的学生人数少,批改

作业等工作量会有所减少,但教学点班级层面产生

的工作量,如教师在备课、上课等,不会因为班级人

数少、规模小而有所不同。面对每天都要上足六节

课,一周课时高达三十节的工作量,不但老教师吃不

消,年轻教师也认为自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工作

状态。更为突出的矛盾是,教学点教师除了日常教

学工作外,还要负责给学生做营养餐等非教学工作,
工作负担十分沉重。J老师“厨房着火”事件侧面反

映出教学点教师日常工作“应接不暇”的状况,当教

学点教师参与为学生做午饭等非教学工作时,那些

年龄普遍偏小、自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学

生便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三)城乡二态性显著的办学条件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领导介绍,该县农村中

小学的办学条件在整体上有所提高,5·12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中央和省级财政在灾后重建时先后向

该县投入了近23个亿,全部用来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利用这些资金,该县重新修建了受损的教学点

校舍,彻底消除了旧有的D级危房。虽然灾后重建

工作完成了对教学点主体建筑———校舍的修建,但
并未将其他相关配套建设纳入灾后修建计划,教学

点围墙、校门、校园绿化、学生运动场等办学条件还

没有得到改善,教师上课所需的教学设施设备依然

紧缺,教学点笼罩在“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荒凉

氛围之中。

  我们这儿幼儿园什么都没有,要是有中心

校那种滑滑梯就好了。(访谈文本:S-N-N-
YS-161012-T-Q)

我们和中心校没法比,中心校现在都有班

班通了,而我们这里的黑板连漆都没有漆一下,
老师上课还在水泥板上写字。(访谈文本:S-
N-N-SY-161011-M-J)
在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过程中,乡镇中心校和

农村教学点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相似的挑战,但相

比于农村教学点,中心校位于乡镇,生源相对稳定,
具有一定的规模,发展前景更为乐观,人们更倾向于

加强对乡镇中心校的建设。大部分政策红利被乡镇

中心校占有,农村教学点只能分享剩余的一小部分,
这就直接导致了乡镇中心校硬件配备在各个方面都

要明显优于农村教学点。教学点教师们认为,乡镇

中心校和教学点硬件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巨大的也是

直观可见的,这种直观的差异在农村家长心中产生

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效果,农村家长会凭借自己直观

判断认为农村教学点在教学质量方面也不如乡镇中

心校。
教学点教师们认为教学点办学条件差并没有影

响到教学点的教育质量,但教师们普遍反映教学点

教学设施设备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他们日常教学

工作。

  上科学课,我们身边的仪器设备实在是太

少了,学校几乎什么都没有,有时上课就凭空想

象,只能给学生说说课本。(访谈文本:S-N-
S-YD-161010-T-C)

电子琴、钢琴之类的乐器学校是没有的,我
们上音乐课,只能清唱,要不就用电脑伴唱,但
有的时候电脑用不了。(访谈文本:S-N-N-
CP-161012-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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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体美及科学课是教学点教师们最为头疼的话

题,一方面,教师们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养培训,另
一方面,身边的教学条件又不足以支持教师弥补自

身教学能力的局限,因而音体美及科学课“开齐开

足”只是在形式上达到“底线”要求,无法确保开设这

些课程的质量。此外,从CP教学点C老师的言论

中可以发现,农村教学点办学条件存在着“紧缺”与
“闲置”共存的矛盾:C老师为了解决音乐课没有乐

器伴奏的问题,用电脑伴唱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教学点乐器不足以及教师音乐教学专业能力有

限的问题。但音乐课用电脑伴唱也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因为“有的时候电脑用不了”。
(四)被“合法剥夺”的公用经费

上文C老师提及电脑无法使用的问题令课题组

成员感到困惑,N县已经完成了“教学点数字教育资

源全覆盖”项目建设,为每个农村教学点配备了相应

的设施设备,并对教学点教师如何使用数字教育资

源进行了培训,鼓励、支持教师使用数字教育资源,
为什么教学点配备了电脑,电脑有时却用不了呢?

  这儿的电不稳定,电压低,我们上着上着

课,电脑一下子就停了,学校的电脑都闪坏过几

次了。我们用的是村上的电(火电),不是国家

的(电网),我们没钱拉国家电网线(拉连到教学

点),因为那样还得需要一万多元钱,资金问题

我们是解决不了的,中心校也解决不了。(访谈

文本:S-N-N-CP-161012-T-C)
掣肘于经费问题,该教学点没有接通国家电网,

只能使用村上电压偏低且不够稳定的电,“最后一公

里”现象导致数字教育资源硬件设施设备的效益无

法有效发挥,还对相关设施设备造成了损害,产生了

不必要的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然而,接通国家电

网仅仅“还得需要一万多元”,依据“学生规模不足

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
该教学点每年可以得到6万元的公用经费用以保障

学校的正常运转。为什么“一万多元”就可以解决的

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呢? 对于这个问题C老

师只是说“中心校也没钱”,除此之外便不愿多谈经

费问题,尽管课题组成员进行多次尝试,C老师对该

问题始终讳莫如深。
在与SL教学点Z老师的访谈中,课题组成员

侧面了解到“教学点没钱”以及“中心校也没钱”的原

因。

  我们这儿是山区,非常穷……中心校没给

我们拨过经费,中心校人少,也没有经费……如

果有时校舍需要修,那也得拖到我们自己想办

法。向中心校反映也没办法,因为中心校根本

拿不出钱。(访谈文本:S-N-S-SL-161011
-M-Z)

SL教学点所在的乡镇中心校是一所完全小学,
在校生113人,乡镇中心校的这种办学规模在该县

十分普遍,它反映出在城镇化背景下,该县小规模学

校存在“重心上移”的趋势,不仅农村教学点已经是

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许多乡镇中心校也渐趋

成为小规模学校。由于乡镇中心校规模越来越小,
当以在校生数为主要依据核定公用经费时,其核拨

到的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不足以支持中心校自身教

学工作的正常运转。乡镇中心校为解决自身运转问

题,会依据《中小学校财务制度》提出的“在一定区域

内,由县级财政和教育部门确定的会计核算机构统

一办理区域内中小学校的会计核算,学校设置报账

员,在校长领导下,管理学校的财务活动,统一在会

计核算机构报账”[9]等相关规定,“统筹”使用“本应

是”农村教学点的公用经费,因为农村教学点没有管

理公用经费的专门人员,公用经费必须统一由乡镇

中心校统筹管理。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N县教育

主管部门严格执行“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

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的政策要求,而农

村教学点的经费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
四 农村教学点发展困境审视:“规模效益”实

践取向的影响与批判

“规模效益”是规模经济理论学家所关注的核心

问题之一,亚当·斯密(AdamSmith)、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AlfredMarshall)、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哈维·莱宾斯坦(HarveyLeeibenstein)
等人对“规模经济”问题均作出过独到的阐释。规模

经济理论认为,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生产

1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如果在某一区间

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那么,就可以说这里

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10]84。在《经济学原理》
一书中,马歇尔强调:“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

表现得最为清楚……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械

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

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生产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效

益发生路径有两条,“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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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经济(即外部规模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

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即
内部规模经济)”[11]298-328。一定范围内,规模的扩大

会产生较高的收益,因而追求“规模效益”成为许多

场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潜在逻辑和行动策略。
当经济场域的理论迁移至教育场域时,理论所

带来的诚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拥有一整套观念,
与此同时也就拥有了这套观念系统性产生的种种错

误见解,人们不应该把经济学所体现的某些科学知

识,不经过批判性的重新阐释就应用到自己的工作

当中[12]25-26,128。教育场域与经济场域不同,作为一

项公共事业,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培养人、发展人,
学校在办学的过程中固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更

为根本的是彰显学校“教育效益”的最优化和“社会

效益”的最大化,这与经济场域中通过实现企业内

部、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进而带来“内部规模经

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大不相同。当教育场域把追

求“经济上”的“规模效益”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在
收获某些预期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该理论所产

生的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不但导致

部分城市端的“规模不经济”(如巨校大班、教育扩容

压力)[13][14],在农村地区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分析

N县农村教学点的生存状态,可以清晰地看到追求

“规模效益”对该县教学点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崇尚“规模效益”,引致农村教学点出现生

存危机

N县学校“分散型布局,小规模发展”是符合当

地教育实际的一种模式,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

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该县一度忽视了“因地制宜调

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政策要求,追求“撤点

并校”形成的所谓“规模效益”,撤并了大量的农村教

学点。在2005年,该县农村教学点共有448个,校
均60人;到了2015年,农村教学点减少到253个,
较2005年减少了43.53%,校均仅7人,农村教学点

和教学点的规模均出现了明显萎缩。
企业间的适度“合并”是产生“规模效益”的必要

手段,但在教育场域,“合并”产生的负面效应有违教

育“育人”的根本宗旨,侵害了社会公平的底线。随

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调整的意见》的政策出台,该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

程中出现的过度撤并农村教学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

的遏制,但政策引发的消极影响依然在持续,“规模

效益”依然指导着当地教育工作,教学点依然面临着

严峻的被撤并或自然消亡的“生存危机”。

  当年我们每个村都会有小学,后来就被撤

掉了。那时我们村上的学生非常多,最高峰应

该是2006、2007年,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五年

级总共得有二百多人。后来,学生越来越少,中
心校就撤掉了我们的五年级。再后来,四年级

也撤 掉 了。(访 谈 文 本:S-N-S-YD-
161010-T-CG)
依据CG老师的访谈资料可以了解到,该县农

村教学点某个年级的学生较少或教学点在校生数少

于一定数量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往往会选择撤掉

教学点的高年级或直接撤掉整个教学点,学生、老师

则统一到乡镇中心校上学、工作。对于被撤掉高年

级的教学点来说,高年级师生的“被动流失”,不但会

导致教学点规模进一步缩小,更为紧要的是,这种

“被动流失”往往会引发“多米诺效应”,高年级被撤

并后,农村适龄儿童“向城性择校”的信念更为坚定,
进城时间提前,教学点低年级学生也会越来越少,低
年级被撤并后更低的年级也极有可能再被撤并,直
至教学点自然消亡。在教学点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

下,教育主管部门也会滋生“观望”心态,认为在城镇

化背景下,农村教学点的存在仅仅是暂时性的,加大

对教学点的投入会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等
待消亡”的不作为,进一步加重了农村教学点的生存

危机。
(二)专注“规模效益”,导致农村教学点身处“被

支配地位”
在实践中,乡镇中心校与农村教学点之间的关

系,与企业总部与分公司的关系并不具备相似性,规
模经济理论强调的“规模效益”在教育场域中的适切

性必须予以辩证的分析。作为小规模学校,农村教

学点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学校

身份”,由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心校进行统一管理。这

种由乡镇中心校统一管理的、类似企业管理的模式,
并没有为教学点带来“规模经济”,并没有带来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论从师资配置、经费保障还是

办学条件方面来看,农村教学点均遭遇到了“合法”
的不公平对待。

从师资配置上看,由于农村教学点规模小,以
“师生比”为依据进行师资配置的过程中,教学点所

能分配到的教师在数量上极为有限。从所调研的8

121

张金龙 秦玉友 小规模之痛:农村教学点发展困境与应对政策———当地教师的声音与“规模效益”实践取向批判



个农村教学点师资配置情况来看,只有YD教学点

有三名教师,其余教学点只有一名或者两名教师。
如果按照国家小学“师生比”规定检视教学点师资配

置,这8个教学点“师生比”均高于1∶19的标准,已
经处于一种严重“超编”状态,法定分配方式下,农村

教学点教师“包班”“包点”教学现象成为普遍的存

在,教学点的实际需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

经费保障上看,“身份丧失”意味着农村教学点失去

了自主支配核拨给教学点的公用经费的权力。

  开学的时候,中心校也会问我们需要什么,
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们拿下来些粉笔之类的东

西,但我们用完了,再去拿就不方便了,因为我

们离得很远。(访谈文本:S-N-N-CP-
161012-M-W)

这里除了有个篮球板,什么都没有。这些

(厨房里的器皿)都是我在县上自己出钱买的,
学校的篮球、乒乓球拍也都是。学生热饭用的

煤气也是我花钱灌的……水电费是我们村上付

一部分,不够的我们(老师)补上。(访谈文本:S
-N-S-YD-161010-M-X)
教学点教师们谈到,乡镇中心校并不会拨付任

何“货币”形式的公用经费,而是以“物化”形式的教

学用品来保障农村教学点的正常运转,教师垫付教

学用品的现象十分常见。这一方面影响了教学点正

常的日常教学工作,“挤占”了教学点教师的合法工

资收入,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教学点办学条件的

改善,教育的城乡二态性愈加明显。面对农村教学

点“捉襟见肘”的发展状况,乡镇中心校作为统筹管

理教学点的教育机构,对解决教学点运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责无旁贷。但由于教学点的这种“滞后”状
态并不会直接影响乡镇中心校的运行状况,甚至从

某种意义上讲,乡镇中心校的正常运转是以占用教

学点教育资源为前提的,是以“牺牲”教学点的发展

为代价的,由此导致的教学点运转不畅往往无人问

津。
(三)重视“规模效益”,忽视农村教学点教育效

益、社会效益

从规模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村教学点是“小规

模”“高成本”的办学模式,教学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

所发挥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是低下的,是不合乎

理性计算的。从这个角度看,撤并教学点有其合理

性和必要性。仅从教育资源是否经济的视角看问

题,教学点所承担的教育责任,推进教育公平、社会

公平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往往会被人们忽视。
在教育场域,需要重视的是,在农村教学点接受教育

的学生有权利“就近入学”接受方便的学校教育,有
权利享有国家提供的高质量的义务教育。

调研期间,教学点教师们对国家的一些利好政

策在教学点得不到有效落实感到遗憾,许多“包点”
教学的老师发出了“营养餐是个好政策,可是谁来做

饭呢?”的无奈感叹。

  中午我不能再去做饭了,学校大的小的这

么多人,我一个人带不过来啊……学生中午在

家带饭,我按时给他发钱。上面把钱打到了我

的卡里,我再把钱打给家长,我和家长打了条

子。(S-N-S-SL-161011-M-Z)
从营养餐政策有效落实的角度来看,Z老师在

师资紧缺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学生在校安全,把营养

餐补助直接转交给学生家长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政策

的初衷,并不是一种妥当的解决策略,营养餐政策的

教育效用和社会效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从所调研

的8个农村教学点班级规模来看,教学点小学一个

班级少则一人,多的也只有十几名学生,国家每天补

助的4元钱不足以支付雇用专门炊事员的费用,在
“规模效益”思维主导下,由于农村教学点这种“小规

模”现实,教学点所应发挥的教育效益、社会效益为

人们所忽视。
五 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的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

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阶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追求优质教育的愿望愈加急切。加强农村教

学点建设,是满足农村家长追求优质教育这一愿望

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必然选

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转变“规模效益”思维,
站在教育效益、社会效益的立场,依据农村教学点的

需求,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
(一)全面认识教学点效益,挖掘农村教学点优

势

在农村教学点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各地教育

主管部门要正确认识农村教学点存在的意义和价

值,重视教学点的教育效益、社会效益。农村教学点

作为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是保障农村地区适龄

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学校组织形式,它有助于

解决农村地区适龄儿童,尤其是农村低年级儿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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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难题,有效保障农村儿童

“就近入学”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经济

负担。另一方面,农村教学点教师也要充分发挥自

身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人数少、规模小

是农村教学点最大的特点,也是农村教学点质量提

升、追求内涵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起点。班级

人数少便于教师组织个别化教学,进行一对一辅导,
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满足儿童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二)基于工作量配置教师,解决师资配置的现

实矛盾

师资配置均衡是师资配置的理想价值取向和现

实追求,也是解决教学点师资配置处于“被动地位”
的有效途径。解决农村教学点师资紧缺问题,达到

高水平的城乡师资配置均衡,下一步工作重点是要

基于校际教师工作量均等原则配置师资,实现教师

在教学工作量上的均等,缓解农村教学点教师“包
班”“包点”的教学压力,提高农村教学点教师工作的

“公平感”。师资配置过程中,第一步是要核算各校

在学校、班级、学生面上产生的教师工作量,第二步

是按照各校教师工作量之比按比例配置教师,实现

校 际 教 师 工 作 量 均 等,确 保 校 际 师 资 配 置 公

平[15][16]。在核算教师工作量时,既要考虑教师的教

学工作量,也要对教师非教学工作,如农村教学点教

师落实营养餐政策产生的工作量,予以一定的考量。
(三)创新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农村教学点经费

充足

在公用经费核拨方面,“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

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的规定,为
保障农村教学点公用经费充足提供了政策层面上的

支持,各地应当积极予以贯彻落实。在部分地区乡

镇中心校渐趋小规模化的情况下,当地教育主管部

门需要从学校、班级、学生不同层面产生的经费需求

对不同学校经费需求进行测算,核定经费,保障不同

规模学校获得应有的公用经费。在公用经费管理方

面,根据我国中小学财务制度,农村教学点不具备学

校法人资格条件,其财务管理统一由中心校负责。
在这一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心校统筹管理各

个农村教学点公用经费的过程中,要适当提高农村

教学点公用经费的使用自主权,不仅要为农村教学

点提供“物化”形式的教学用品,还要为农村教学点

提供充足的“货币”形式的公用经费,以保障农村教

学点正常运转,并对农村教学点教师“货币”形式公

用经费的实际到位情况进行监督。
(四)加强设施设备配置,改善农村教学点办学

条件

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中心校除了要关注农村

教学点校舍等主体建筑的建设以外,还要加强对农

村教学点的围墙、校园绿化、学生运动场等方面的建

设,为农村教学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营造良好的校

园环境。同时,加强对农村教学点教学设施设备的

配备工作,尤其是科学课、音体美等课教学设施设备

的配备,为农村教学点教师创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条

件。此外,还要确保农村教学点设施设备功能的充

分发挥,如在完成数字教育资源硬件设施设备配备

后,还要做好后期保障工作,保证数字教育资源能够

正常使用,以确保为每一个农村孩子提供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注释:
① 本文在统计上出现的“农村”=“镇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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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PredicamentandDevelopmentSuggestions
ofRuralTeachingSites:FromthePerspectiveofLocalTeachers

andtheCriticismof“ScaleEfficiency”Orientation

ZHANGJin-long,QINYu-you
(ResearchInsistuteofRuralEducation,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China)

Abstract:Ruralteachingsitescanguaranteeschool-agechildreninruralareatoreceivethe
compulsoryeducationconveniently.It’sofgreatsignificancetostrengthenruralteachingsites
constructiontoensureeachchildtohavethefairandqualityeducation.Interviewsaredonewith
localteachersfromeightruralteachingsitesinNcountyofSichuanprovince.Resultsshowthat
assmall-scaleschoolsinruralareas,theteachingsiteslivingconditionsarefacingwithmany
challenges,suchassurvivalcrisis,the“submissiveposition”,andtheneglectofeducationaland
socialbenefitsbecauseofthepursuitof“scaleefficiency”.Inordertostrengthenruralteaching
sites,“scalebenefit”thinkingmodeshouldbechanged,whileeducationalbenefitandsocialbene-
fitofruralteachingsitesshouldberespectedsoastocarryouteveryitemsofdailyworkinare-
alisticway.

Keywords:ruralteachingsites;small-scaleschools;teacherallocation;non-personnelex-
penditure;conditionsforrunninga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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