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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学校是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乡村学校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教育政策的推动

与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演进呈现如下逻辑: 政策理念从“政治优先”到“效率优

先”再到“公平优先”转变; 政策目标从追求规模数量到追求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管理体制从“人民教

育人民办”到“乡村学校政府办”转变; 政策结构由“单一”向“多元”与“体系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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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是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

一环，乡村学校的存在与发展，对国家社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提出“办好乡村学校，推动学校融入乡村振兴

发展”，明确了乡村学校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和

意义。乡村学校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教育政策的推

动与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热切关注

乡村教育，关注乡村学校建设，不断调整与完善相

关政策。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演进历程，正是党

和政府不断调整与完善乡村学校办学和管理体制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的着力点往往由于

社会条件的不同等原因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总

体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学校建设政策

体现出如下演进逻辑。

一、政策理念: 从“政治优先”、
“效率优先”到“公平优先”

( 一) 政治优先———“服务工农大众”与“服务

农村文化大革命”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改革开放之

前，我国乡村学校建设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国家主

义“政治导向”。1949 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教

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基本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建设乡村学校、发展乡村教

育、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就不仅是国家教育

事业的重心，更是党和政府服务农民，对农村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手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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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1 年《关于学制改

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我国原有学制有许多缺

点，初等学校修业 6 年，分为初高两级的办法，使

广大的 劳 动 人 民 子 女 难 于 受 到 完 全 的 初 等 教

育。”［1］( P1 － 2) 充分强调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子

弟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问题，体现学制改革“服

务工农大众”的政治意识。为顺利完成建设乡村

学校、发展乡村教育的政治任务，国家倡导“用革

命的办法办教育”。“革命”意味着艰苦奋斗，意

味着发动群众。1951 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

师范教育会议召开，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悫作

《巩固和发展新中国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报

告，提出“特别鼓励和发动群众办 学”［2］( P5) ，如

“发动群众出工、出料、出钱修建校舍、添置校具、
解决 公 杂 费 开 支、聘 请 教 师 等。”［2］( P6) 此 后，在

1957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和教育部同

年发出的《关于提倡群众办学的通知》，以及中央

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

案) 》等政策文件中均反复提倡群众办学，并进而

在 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中提炼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用革

命的办法办教育”，“两条腿走路”和“两种教育制

度”才成为合法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正是发扬革

命的艰苦奋斗精神，大量简陋的民办学校、耕读学

校才得以发展。此外，“用革命的办法办教育”还

体现在政策运行的“革命运动式”特点上，新中国

成立后，前 17 年乡村学校建设政策是当时整个国

家教育事业的“运动式”发展中的一部分。无论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教育改造、上世纪 50 年代

中期的扫盲运动，还是 50 年代中后期的教育“大

跃进”和 60 年代初的教育调整，乡村教育与乡村

学校建设无不包含其间并成为教育革命运动的重

点和中心。比如在教育“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以

冒进的方式发展乡村教育、兴办乡村学校。1958
年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 “全国

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
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

儿 童 大 多 数 都 能 入 托 儿 所 和 幼 儿 园 的 任

务。”［3］( P431) 在此政策引领下，乡村学校规模“大

跃进”式扩大而办学质量却无暇顾及，这无疑为

此后“文革”期间的乡村教育混乱埋下了伏笔。
“文革”十年，革命文件成为乡村学校办学的指挥

棒。1966 年，《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指示( 草案) 》颁布，其中指出: “中等学校放假闹

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

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统一领导。”［4］( P59) 1967 年，《人民日报》发表主题

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号召中小学师生

复课闹革命。无论是“停课”还是“复课”，乡村学

校的办学活动均以“革命”为核心，正常的教育教

学活动遭到严重破坏。1967 年颁发的《中共中央

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草案) 》对

学校教 育 内 容 进 行 了 明 确 规 定: “五 六 年 级 和

1966 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

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

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
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

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5］( P1412) 这一时

期，乡村学校规模数量的发展程度，是涉及两条路

线斗争的问题。1968 年，《人民日报》发表群众来

信———《关于将 公 办 小 学 下 放 到 大 队 来 办 的 建

议》，引起全国农村积极响应，各地的公社与大队

纷纷成立贫下中农学校管理委员会，掌握了农村

中小学校的管理权，贫下中农因其政治成份而成

为农村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乡村学校数量也迅

速增长。
( 二) 效率优先———“提高规模效益”以“服务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

工作的重心，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

教育“效率”问题成为当时教育政策的核心理

念，乡村学校建设政策以此为导向不断调整。首

先，在办学体制改革与经费投入政策方面，国家

采用 “少花钱，多办事”的思路来发展乡村教

育，以提高乡村学校办学的经济效益。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收取一定

比例的教育附加费。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可以 “多渠道筹

措教育经费”。1986 年，国务院颁布了专门的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1993 年 《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进一步提出 “征收用

于教育的税费”、“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这

种控制投入、扩大产出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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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育的政策思路，导致了严重的农村中小学乱

收费。其次是 “效率优先”导向下的乡村学校

布局调整政策。我国长期以来 “穷国办大教育”
的现实，以及一直以来推行的乡村小学教育普及

政策，使国家财政面临一系列办学成本问题，如

教师工资、学校资源分配等。20 世纪 90 年代

初，如何节约经费成本、提高办学规模效益，已

逐渐成为乡村学校发展的决定因素。2001 年 3
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出《关于报送中小学布局

调整规划的通知》，首次吹响乡村学校布局调整

的号角，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小学布局调整是“提

高办学效益的重要措施”。2 个月后，国务院颁发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地

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拉开了大规

模的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的序幕。此后，2003
年，财政部《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颁发，划拨专项资金鼓励地方政府“撤并规模小、
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和教学点，扩大办学规模，提高

项目学校的规模。”2004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地区“两基”巩固提高工作的意见》又进一步提

出“稳步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提高

办学规模和效益。”在一系列政策导向下，各地政

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通过大规模撤并乡村学

校及教学点，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增加规模

效益。
( 三) 更加注重公平———“城乡一体，均衡发

展”，“服务乡村建设”
事实证明，“效率优先”教育政策导致了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校际之间严重的教育差距。
基于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乡

村学校建设政策致力于寻求乡村教育与城市教

育、乡村学校建设与城市学校建设之间的均衡发

展。首先，国家始终将支持薄弱地区农村义务教

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作为乡村教育发展与

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着力点。国家、部委各层面

的乡村教育政策始终关注乡村弱势群体、乡村薄

弱学校教育建设，如义务教育免费制的实施、留守

儿童教育的关注、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

宿制学校建设等，均体现出鲜明的、体现关怀意识

的教育公平导向。其次，针对乡村教育的地区差

异，尤其是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乡村教育发展

差距，一方面国家根据各地区财政供给能力，实施

“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集中国家优

势财力重点扶持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教育发展和

乡村学校建设，一系列相关政策相继颁发，如《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大力

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

( 试行) 的通知》等，一系列操作性强的精准支持

和精确援助有效缓解了落后地区的乡村教育面

貌，缩小了乡村教育、乡村学校建设的城乡、地区

差距。

二、政策目标: 从追求规模数量到

追求质量效益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 一) 乡村学校大众化时代: 扩大规模数量力

求普及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我

国乡村学校办学的“大众化”时代，国家制定的相

关教育政策重点关注乡村学校规模数量的增长，

以实现“村村有小学”的政策目标。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由此确

立了新中国 17 年“普及”小学教育的教育发展大

方向。1951 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

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从 1952 年开始，争取 10 年

内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6］( P125 1956 年，《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草案) 》在最高

国务会议中通过，《纲要》规定“从 1956 年开始，

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 7 年或者 12 年内普及小学

义务教育。”［7］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

刘少奇指出:“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

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 12 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

学义务教育。”［5］( P689) 1958 年的《关于教育工作的

指示》要求“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

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

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

园的任务。”［3］( P431) 一系列政策均指向乡村教育普

及，强调乡村学校数量规模的增长。大跃进时期，

“在国家大办教育的同时，出现了厂矿企业、人民

公社大办教育的热潮，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
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做到了人民公社队队

有幼儿园和小学，社社有初中，县县有高中。”［8］

1965 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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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要求乡村教育实行全日制小学与耕读小学两

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据统计，当年农村小学数

量猛增至 162. 5 万所，较之 1962 年的 63. 7 万所

增加了近百万所［9］( P220) ，成为乡村小学发展规模

上的历史之最。
“文革”期间，乡村学校建设“只重数量，不

求质量”、“形式重于内涵”的特征凸显。这一时

期，乡村学校建设问题是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

争问题，将乡村学校办成无产阶级的阵地，并扩

大其数量与规模，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争

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战略与目标。1968 年，“公

办学校下放到大队”的政策开始实施，1971 年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 “争取在第四

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

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5］( P1482)“初小不出队

( 生产队) ，高小不出大队 ( 村 ) ，初中不出公社

( 乡) ”的口号也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提出

的。整个文革时期，乡村学校数量超常规增长，

1971 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是 93. 1 万所，到 1975
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达 105. 7 万所［9］( P220)。农

村初中的数量也迅速蹿升，1965 年全国农村初中

10 906所，1971 年猛增至75 720所，到 1976 年，农

村初中数量达到了 1965 年的 11. 9 倍; 与之相应，

1965 年，农村初中生人数占全国初中学生总数的

57. 9%，到 1971 年和 1976 年，这一比例分别增至

81%和 84. 4%［10］( P45)。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普及小学教育仍是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重

点。1980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普及小学教

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

现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82 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

文规定“国 家 举 办 各 种 学 校，普 及 初 等 义 务 教

育”。198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

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针对乡村教育提出“力

争在 1990 年前基本普及初等教育”，“普及初等

教育 的 规 划 和 措 施，要 落 实 到 县 和 区、乡、社

队。”［11］据统计，到 1985 年，全国共有乡村小学

76. 6 万所，全国行政村 94. 1 万个，行政村的村均

小学占有率为 0. 82，“村村有小学”的格局基本形

成。到 1996 年，每个行政村的村均小学占有率又

上升至 0. 976，至 此，“一 村 一 校”的 格 局 得 以

稳定［12］。
( 二) 乡村学校小众化时代: 注重办学质量，

力求优质发展

21 世纪后，我国乡村学校建设进入“小众化”
时代，国家相关政策的关注重点转向追求质量的

乡村学校内涵式发展。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以

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适龄入学人口大大

减少。2001 年，国家对乡村学校实施“撤点并校”
的布局调整政策。自此开始，乡村学校数量急剧

减少，据统计，到“撤点并校”政策被叫 停 前 的

2011 年，全国共有 58. 99 万个行政村，16. 9 万所

乡村小学和 6． 1 万个教学点，每个行政村的小学

( 包含教学点) 占有率不到 0. 4，与 1996 年相比，

下降了 60%［12］，乡村学校“一村一校”的格局完

全被打破，乡村学校建设由此进入“小众化”时

代。如果说“大众化”时代的乡村学校建设政策

重在教育普及，追求乡村学校规模数量的增长，以

确保每一个农村孩子“有学上”的话; 那么“小众

化”时代的乡村学校建设政策，其着力点在于确

保乡村学校与城市学校之间“优质平衡发展”，使

乡村孩子享受公平且高质量的学校教育。这一政

策目 标 的 转 折 发 生 在 2012—2013 年 间。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叫停了“撤点并校”政策。
2013 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这之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更注重乡村学校的内涵发

展。如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中指出:“必须坚持

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

棋，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13］2019
年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又非常明确地

提出要“科学布局农村学校，办好寄宿制学校，保

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 含教学点) ”，

以确保“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对困难群体精准帮扶，努

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目标

的这一转变也体现在政策路径的转变上———乡村

学校建设的支持性政策逐渐由外在条件改善转向

内在深度变革。即由过去的通过加大资源投入、
增购硬件设施等方式提升办学效益，到现在的有

针对性地培养乡村教师、挖掘并彰显乡村学校办

学特色，提升乡村学校内在的教育品质［14］。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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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由简单的“物力”投入到“脑力”投入转变。

三、管理体制: 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向

“乡村学校政府办”转变

( 一) 确保普及，“人民教育人民办”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

国乡村学校的办学管理体制始终采取“人民教育

人民办”的政策。新中国前 17 年，党和政府将普

及小学教育作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心，将“村村

办小学”作为国家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然而新中

国百废待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人民教育人民

办”、“两条腿走路”就成为当时乡村学校办学的

重要方针。这一政策自 1950 年提出，在 50 年代

中后期得到明确与肯定。1950 年 3 月，政务院颁

发《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

定》，指出: “乡村小学经费由县人民政府随同国

家公粮征收地方附加公粮解决。”［15］( P6) 明确规定

乡村学校办学经费的管理办法。1957 年 3 月召

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中指出: “小学教

育的发展必须打破国家包办下来的思想……在农

村要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6］( P15) 同年 6 月，教育

部又发出《关于提倡群众办学的通知》。同年 10
月颁发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修正草案) 》又进一步强调:“农村办学应当采取

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

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

育。”［15］( P205) 195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

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办学和群

众办学”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1959 年，

《教育部党组关于 1959 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

见》等文件中继续强调，在国家教育发展中必须

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60 年，《关于人民

公社办中小学经费的规定》对乡村学校的办学经

费问题作出了规定，指出社办小学应力求自力更

生，经费筹措办法可以多种多样［17］( P351)。可见，

“人民教育人民办”“两条腿走路”是新中国成立

后，前 17 年中国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最突出特

征。此后，尽管历经文革的教育混乱、改革开放的

教育体制改革，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人民教

育人民办”模式的主流地位一直未曾改变。“文

革”时期，乡村学校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所

有乡村办学经费基本实行民办公助。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农村基础教育体

制改革，将教育管理权更多地下放给地方政府，使

地方政府与乡村学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

“人民教育人民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贯彻。
在 1980 年公布的《关于中央书记处对教育工作指

示精神的传达要点》中指出，“要办好小学教育主

要依 靠 基 层 党 委 和 人 民 群 众，人 民 的 事 人 民

办。”［5］( P1815) 首次明确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的

观点。198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筹措农村学校

办学经费的通知》，指出“在逐年增加国家对教育

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的同时，充分调动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

性。”［18］( P392) 并首次确立了“乡人民政府可以征收

教育事业费附加”［18］( P392) 的政策。1985 年颁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县

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三级办学体制，

同时授权“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1986 年，

国务院颁发《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专项

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征收教育附加费的权利。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从而以

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义务教育“地方负责、分

级管理”的体制。同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义务教

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详细规定了“农村教

育集体办”的政策，指出“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

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

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农村集镇建设规划

也应包括义务教育设施，所需资金由乡( 镇) 政府

负责筹集。”［19］( P106) 1987 年，《关于农村基础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下一

步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县、乡两级职权的划分，

尤其强调乡镇管理乡村学校职权的扩大。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获国

务院批准，《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以地方为主负

担教育经费”的制度。1993 年，党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国家保证

教育事业发展所需经费前提下，继续完善分级办

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综而观之，这一时期国

家的相关政策确定了“分级管理，乡镇为主”的乡

村学校经费投入与管理体制。
( 二) 国家支持，“乡村学校政府办”
新世纪以来，我国乡村学校建设逐步实现了

“人民教育人民办”向“乡村学校政府办”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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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一系列调整与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

相关政策的颁布，促成了乡村学校办学承担主体

的转 变。《关 于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的 决 定》
( 2001 年) 、《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

通知》( 2002 年) ，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

育工作的决定》( 2003 年) ，国务院相继颁发的几

项政策进一步确认与重申了“国务院领导下，由

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的乡村学

校管理体制。与以往不同的是，新机制实现了

“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由农民承担扭转到主要

由政府承担; 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乡

镇为主转 到 以 县 为 主”［21］ 的 两 大 转 变。此 后，

200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进一步从经费保障的角

度，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一系列政策与规范

约束了地方政府全面承担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

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农民供给义务教育历史终

结”之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与乡村学校管理

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是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逐步推

进。2001 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对全

国部分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

书的意 见》; 2003 年，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提 出，到

2007 年，“两免一补”的对象范围要扩大到全国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贫困家庭; 2005 年，《关于深

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发

布，《通知》规定从 2006 年春季开始，西部地区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 2008 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全国范围内免除义务教育

阶段学杂费”的决定。至此，义务教育供给责任

全面上收、义务教育免费制全面实施，由此终结了

农民供给义务教育的历史，乡村学校建设实现由

“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乡村学校政府办”的转变。

四、政策结构: 由“单一”向

“多元”与“体系化”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乡

村学校建设政策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完善的

政策体系。新中国前 17 年，在“教育普及化”的

大政方针下，扫盲及建构乡村学校的多元体系成

为农村教育工作的核心，乡村学校建设政策以扩

大办学规模、扩大教育范围，使更多农民子弟有接

受教育的机会为宗旨。政策的具体内容涉及乡村

教育普及、扫盲、扩大办学数量与规模、改革学制

等方面。“文革”十年，乡村学校建设政策以“阶

级斗争”为导向，内容极为单一，聚焦于乡村中小

学开展各种各样的教育革命以及盲目扩大学校规

模上。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至 1984 年，乡村学

校建设政策聚焦于教育思想的拨乱反正与乡村教

育体系的恢复和重建。这一阶段的乡村学校建设

政策议题主要指向乡村小学教育的普及与师资建

设两个方面。1985—2000 年间，乡村学校建设相

关政策致力于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经费问题。可

以看出，新中国成立至 2000 年以前，我国乡村学

校政策历经变革，但各时期政策各有侧重，相对零

散，尚未形成多元的政策体系。
进入 21 世纪，我国乡村学校建设相关政策的

范围得到拓展与延伸，分别在校舍建设、经费投

入、师资培养与管理、办学形式等诸多方面先后颁

发了专项政策。从 2004 年《国家西部地区“两

基”攻坚计划 ( 2004—2007 年) 》启动“农村寄宿

制学校建设工程”开始，到 2006 年《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的颁

布，乡村学校建设政策的关注重点发生了标志性

转变，开始从乡村学校、乡村教育的宏大叙事转移

到乡村学校建设中一些突出、热点、焦点和难点问

题进行专门关注，政策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大大提

升。一方面表现为政策整体性的加强。进入 21
世纪以来，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建设的相关政策

大量出台，几乎涉及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建设的

方方面面，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导向、又有关于师

资培养、办学条件改善、校舍建设等专项政策，还

有地方层面的各种扶持政策，如江西、四川两省各

地市、县针对留守儿童的政策［22］，这体现了国家

对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建设从财务到人力再到技

术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和系统关注。各项政策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对乡村教育

改革、乡村学校建设发挥着综合作用。另一方面，

政策的层次性得以凸显。毫无疑问，21 世纪以来

乡村教育与乡村学校建设的各项相关政策，无论

在影响范围，还是在作用大小上，均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国务院 2003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是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

涉及乡村教育的方方面面，是新世纪以来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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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的基本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文件，各省市、
各地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政策，这样形成上

下有序的政策系列。政策的层次性还体现为“中

央一号”文件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国家专项农

村教育政策之间的层次关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的连续性政策文件、各有侧重的重点突破工程以

及各地的改革探索，分层完善了乡村学校建设政

策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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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Ｒural School Construction Policy in China
LIU Jingchao1，LIU Liqun2

( 1． School of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

Abstract: Ｒural schoo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chool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relevant educ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ＲC，the evolu-

tion of China’s rural school construction policy is as follows: the policy principle has changed from“political

priority”to“efficiency priority and then to“fairness priority，”the policy goal has changed from pursuing

scale and quantity to pursuing quality and benefit，the management system has changed from“people’s educa-

tion run by the people”to“rural schools run by the government，”and the policy framework has changed from

unitary to pluralistic and systematic．

Key words: rural schools; policy changes;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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