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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攻坚院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振兴
姜振栋袁张 旭
[摘 要] 十年野撤点并校冶运动使我国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遥 在野后撤点并校冶时代袁沉淀
在农村最偏远角落的薄弱小规模学校袁俗称村小与教学点袁成为开展野底部攻坚冶实现教育公平优先被关
注尧被改善的对象遥 鉴于地理环境尧学龄人口尧社会风俗等诸多因素限制袁农村小规模学校长期存在是基本
事实遥 要充分认识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的困境袁并清醒地意识到小规模学校在农村仍具有强大生命
力袁积极探寻农村小规模学校由野小而弱冶野小而差冶向野小而强冶野小而优冶转变的有效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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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袁农村教育

走到了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 遥 在城市化背景下袁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袁同时伴之以十年大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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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生源萎缩袁大部分原来的农村大规模学
校将在该潮流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农村小规模学
校遥 第二袁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袁少子化作为现代

模的野撤点并校冶运动袁农村教育短板日益凸显袁沉
淀在农村的最后 20%原30%的适龄儿童如何接受有

社会的一个特征袁在我国社会体现日益明显袁虽则
我国面临着一个新的人口出生小高峰袁但学龄儿

体性下降袁农村学校不断出现适龄儿童的减少与
流失袁农村学校逐渐告别了传统的工厂式野大班

通过文化上移来不断野掏空冶农村要要
要裁撤原本的
农村小规模学校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兴建大规模农

质量的教育成为实现教育公平尧彰显社会正义绕
不开的议题遥 在上述大环境下袁随着出生人口的整

额冶时代袁迎来了小班化教育时代袁在现时代的村
小与教学点构成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主体遥 笔者

将农村小学的学生规模不多于 240 人的学校称之
为农村小规模学校遥 据官方数据统计袁2012 年全国
共有农村小规模学校 17 万余所袁占当时全国小学
总数的 70%遥 可以说袁实现我国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根本在于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现代化[2]遥

一尧小规模学校长期存在是基本事实

童总量不断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袁农村学龄儿
童数量必然受此影响遥 第三袁大规模的野撤点并校冶

村学校要要
要但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袁 现在
我们看到的农村大规模学校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成
为农村小规模学校遥 第四袁大规模的撤乡并镇遥 为
加快小城镇建设袁我国开展了一项旷日持久的撤
乡并镇运动遥 在这场运动中袁部分乡尧镇丧失了原
来的政治地位袁从而导致人口的不断外流袁使得当
地适龄儿童不断减少袁原本的乡镇中心校演变为
了农村小规模学校遥 同时袁我们也要认识到袁农村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袁依托农村存
在的小规模学校也必然是不会消失的遥 在实现了

小规模学校在农村长期存在是我国农村教育
的基本事实遥 第一袁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袁大规模

教育现代化的西方国家袁小班小校是一个基本特
征袁以小班小校为基本特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未

的人口流动使得大规模适龄儿童附着于该潮流由
农村被裹挟入城袁 造成农村学龄儿童不断减少遥

来办学的基本趋势袁是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袁
更加符合人的发展需求袁是真正面向生活的教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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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困境
自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叶关于规范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曳明确提出野坚
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冶袁野在完成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袁暂停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冶袁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

野后撤点并校时代冶[3]遥 在野后撤点并校时代冶袁农村
学校以小规模学校的形式继续存在遥 虽然 2001 年
我国开始实施野以县为主冶的教育管理体制袁农村
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袁初步实现了由野农村教育
农民办冶转向野农村教育政府办冶[4]遥 但表征为农村
小规模学校的农村教育发展依然困境重重遥
渊一冤社会对农村小规模学校态度存异
农村小规模学校功效的最大发挥离不开社会

85.4%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明确提出未曾参加
过相应的体检遥 第三袁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生存环

境不容乐观遥 在 51.4%住校教师中袁有 79.9%的教
师享受学校提供的周转房遥 但是袁就住宿条件来
看袁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生活设施配备不足袁周转
房中配备厕所比例为 32.0%袁浴室为 5.1%袁取暖设
备为 41.4%袁自来水为 39.2%遥 第四袁农村小规模学

校教师流动不合理遥 年轻教师不愿扎根基层袁通过
各种关系调到县城或者市区已屡见不鲜袁实在转
不走关系就借调出去袁农村小规模学校出现大量
在编不在岗的教师遥 同时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又
被城镇学校挖走袁例如袁四川省某县优秀教师被年
薪 15 万挖走遥 长此以往袁农村学校将成为野演练
场冶袁实质性地被社会所抛弃遥 第五袁农村小规模学
校师资培训野形式化冶遥 一方面袁教师职前培训理论

的关心与支持袁但其生存状况因关涉农村小规模
学校不同利益群体因而对其存废存在较大差异遥

与实践严重脱节袁培训内容以教育理论知识为主袁
缺乏实践性指导曰另一方面袁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

在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支持者中袁主要有隔代抚养
的家长与村委会遥 隔代抚养的家长多为学龄儿童

职后学习动力不足遥 教师职前尧职后培训收效甚
微袁对于学校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尧教师职业幸

的爷爷尧奶奶尧外公尧外婆等袁隔代抚养的家长更希
望自己的孙子尧孙女能够在自己身边接受教育袁农

福感的提升都将造成不利影响遥
渊三冤野榜上无名冶的学校向何处去

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充分满足了隔代抚养家长的
情感需求遥 农村小规模学校通常是农村的文化中

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叶关于规范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曳袁对野撤点并校冶运动

心袁村委会等基层服务机构极力支持农村小规模
学校继续留存遥 因为如若裁撤农村小规模学校袁当

进行急刹车式叫停袁这是农村教育的大转向遥 但在
野后撤点并校时代冶到来的前期袁部分学校已经被

地的文化中心将会抽空袁这是村委会等基层服务
机构极不愿看到的遥 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撤并到

纳入撤并的行列袁但紧急叫停野撤点并校冶袁使得该
部分学校在政策文件中已经注销袁但在实际教育

乡镇中心校甚至城市的主要是学龄儿童的父母袁
学龄儿童父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直接导致的

活动中依然留存遥 通过对四川省 Y 县该类学校进
行调研袁Y 县作为全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县袁中央

就是择校入学袁农村小规模学校目前的野小而弱冶
野小而差冶难以满足学龄儿童父母对优质教育的追

以及省财政对该县教育事业进行适当扶持袁但是
在该县野榜上无名冶的学校却不能享受中央尧省财

求遥 保留农村小规模学校先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
办学质量成为不可回避的难题遥

渊二冤农村小规模学校师资建设困境重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4 年通过对 1032 名农

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进行调研发现袁农村小规模学
校教师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以下五大困境遥
第一袁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工作量大遥 调研数据显
示院48.3%的教师承担两门及以下教学任务曰32.0%

的教师需要承担 3-4 门教学任务曰28.9%的教师承
担四门以上教学任务曰同时发现袁农村小规模学校
教师平均每天工作长达 12 小时遥 第二袁农村小规
模学校教师待遇差遥 调研数据显示袁农村小规模学

校教师实际工资平均在 2500 元左右袁21.7%的农
村小 规模学校教 师没有享受 应有的社 会保 障 袁

政的扶持袁以至于在学校发展方面只能依靠本已
羸弱的县财政袁野榜上无名冶的学校向何处去值得
深思遥
渊四冤学生安全问题
通过对中尧西部十余县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袁发
现教育主管 部门存在管 理重心错位 现象 袁 保障
学生安全这一基本任务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关涉学
校发展的中心任务甚至唯一任务遥 学生安全地在

学校接受教育这一基本条件被当作中心任务执行
时袁 出 现的 结果 可 想而 知要要
要 学 生被 牢牢 固 定
在课桌上袁学生享受本应多彩的教学活动尧课外生
活被剥夺袁促进学生情感尧身体尧智力的教育被异
化为野看守所冶遥 以西部 L 县为例袁该地水资源较为
丰富袁为避免学生溺亡事件发生袁在当地教育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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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野高压冶下袁学校活动将水拒之门外袁这反而大
大激发了学生对水的兴趣袁以至于学生溺亡事件屡
禁而不止遥 采取一味高压政策严禁学生游泳袁而非
教会学生游泳以自救浴 面对问题绕着走袁不去直面
解决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主管部门社会责任感缺失
的突出表现遥 农村小规模学校在诸类高压政策下袁
不可避免地悬浮于当地社会之上成为野孤岛冶遥

学减少了31.24 万所袁 减幅为 56.43% 袁小 学在校
生数量减少了 3086.66 万人袁减幅为 23.72%遥 2000
年全国农村 小学为 44.03 万所 袁2010 年 为 21.09
万所袁减少22.94 万所袁平均每天减少 63 所[6]遥 2013
年全国小学 213袁529 所袁 农村小学 187,480 所袁相
较于野撤点并校冶时代袁农村学校被撤并趋势明显
放缓袁 这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而言无疑是一

渊五冤大量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如何接受优
质教育

个全新的历史契机遥 经过十余年野撤点并校冶运动袁
使得农村教育更为社会各界尧各阶层所熟识遥 农村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袁教育领域
内出现了新情况尧新问题袁就是大量进入城市的务

教育经过十年的震荡之后重新向教育本身复归袁
更加彰显出教育治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跨越遥 再

工人员随迁子女即流动儿童以及他们仍然留在农
村的子女即留守儿童遥 在农村袁大量的野留守儿童冶

而言之袁经过十年野撤点并校冶运动袁农村学校发展
无疑进入了绝境袁危险与机遇往往相依相生袁农村

集中在两类学校袁即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和偏僻的
小规模学校袁尤其是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

小规模学校发展面临着危机的同时袁也面临着新
的生机遥 第一袁农村小规模学校已处于谷底袁无论

学校类型的主体袁这在世界各国是没有的遥 据野我
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研究课题组冶对湖北尧江

从何处突围都是对谷底的挣脱曰第二袁农村小规模
学校再次被撤并必然撩动社会尧公民尧政府对教育

西尧甘肃尧广西尧贵州和广东 6 个省区 13 个县 30
余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研显示袁农村中小学总

体寄宿制率达到 26.6%袁留守儿童比例高达 71.1%遥
这些集中了大量留守儿童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袁普
遍存在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袁办学条件差袁学生营
养和健康状况差袁教师编制不足袁工作压力大等突

认知的神经袁 实现教育公平尤其弥补农村教育欠
账成为社会基本共识遥
渊二冤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具有自身优势
农村小规模学校之所以为社会各界所诟病袁
主要在于以经济理性为逻辑起点的价值观主
导下袁对教育效率的片面追求袁因对效率的过分

出问题遥 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袁尤其是边远尧贫困
及少数民族地区袁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袁有的地区

推崇而逐渐 对公平迷失 袁通过 野 撤点 并校 冶运 动
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野不堪重任冶上演到了新的高

模学校袁导致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偏低袁如何
保障留守儿童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成为农村教育发

而言袁公平价值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充分认识到农
村小规模学校所具有的优势袁笔者认为农村小规

展的立足之本遥

模学校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院第一袁农村
小规模学校班额普遍偏小袁与城镇的大班额学校

超过 10%[5]遥 在农村小规模学校中袁因其面广量大袁
教师尧 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兼顾所有农村小规

度[7]渊P203-209冤遥 经过十余年对教育效率的追逐袁对教育
公平的呼唤显得越发急切袁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

三尧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契机

有质的区别袁在小班额的学校里更有利于教师因
材施教袁也有利于学生潜能的充分发挥曰第二袁通

渊一冤 农村小规模学校目前已处于整个教育体
系的最为薄弱处

过对部分农村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绩与中心校
大班额学校的学生学业成绩进行比较袁发现在农

以 2001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叶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曳为起点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袁至 2012 年 9 月叶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

见曳叫停这一政策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要要
要俗
称野撤点并校冶要要
要走到了终点遥 十多年来袁我国义

务 教育阶段学 校和学生数 量发生了 巨大 变化 遥
2000 年全国普通小学数量为 55.36 万所袁小学在
校 生 13013.25 万 人 袁2011 年 全 国 小 学 数 量 为
24.12 万所袁 小学在校生 9926.37 万人袁11 年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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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规模学校学生学业成就优于中心校曰第三袁农
村小规模学校生源趋于稳定且稳步回升袁经过农
村学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寒冬之后袁农村小规模学
校生源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袁学生生源趋于平稳并
开始稳步回升袁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继续留存提供
了基本前提曰第四袁小班小校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
特点袁在形式上农村小规模学校已经具备了教育
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袁农村小规模学校在实现
教育现代化中已被迫先行一步袁未来学校必然是
小班小校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认知遥

渊三冤野后撤点并校时代冶党和国家对农村小规
模学校高度重视

消除覆盖范围 5 公里以上的义务教学区袁保障就
近入学需求遥 睢宁县政府批拨经费 1264 万元袁专

台叶教育部关于全面启动实施野教学点数字资源全
覆盖冶项目的通知曳曰2013 年 9 月叶关于落实 2013

津贴 1500 元袁加上农教补贴袁村小教师一年收入
比城区教师要高上 1.6 万多元袁有的村小教师年收

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小学和教学点经费保障工作
的通知曳和叶关于加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经费管理

究袁创立了野垂直互动参与式冶复式教学新方法遥 从
2004 年起先后在甘肃和青海 8 个县推广了垂直互

自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紧急发文叫停
持续十余年的野撤点并校冶做法起袁党和国家密集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袁例如院2012 年 11 月教育部出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
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曳曰2013 年 12 月叶教育

有关工作的通知曳曰2014 年年初教育部尧国家发改
委尧财政部出台的叶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曳曰2014 年 11 月国务
院通过的叶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渊2014-2020
年冤曳曰2015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印发的
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若干意见曳中提出的野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袁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袁因地

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冶曰2015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渊20152020冤曳袁提出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袁到 2020 年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

良尧甘于奉献尧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遥 党和国家对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重视程度达到了新的历史高
度袁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遥
渊四冤强大的中师队伍扎根基层

项用于恢复农村 13 个小学教学点袁有效解决家校
距离 5 公里以上约 1000 名以上学生就近入学问
题遥 湖南泸溪县给村片小教师每人每月发放岗位

入达到 5 万元袁该县还基本上为每一位农村教师
建设了一套周转房遥 甘肃教科文协会通过实验研

动参与式复式教学法的培训袁受益教师和学生达
上万人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福建省培田村扶持
的培田小学都是鲜活的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振兴
的案例袁正是社会各界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广泛

关注袁为农村小规模学校乘势而上袁实现振兴提供
了新的可能遥

四尧农村小规模学校由野小而弱冶野小而
差冶向野小而强冶野小而优冶蜕变的具体举措
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由野小而弱冶野小而差冶向
野小而强冶野小而优冶转变是推动农村小规模学校发
展的根本愿景遥 为实质性地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
发展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五方面着力遥
渊一冤树立正确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观
拥有正确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观是促进农

长期以来袁我国小学教师最低学历要求是中
师水平遥 进入 21 世纪袁我国对小学教师的学历水

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精神支柱遥 笔者认为正确的
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观至少应包含三方面内容院

平不断提出新要求袁专科尧本科层次的小学教师不
断被塑造出来袁但是小学教师的高学历化并没有

第一袁变被动为主动的发展意识袁以前农村小规模
学校发展高度依靠外部缓解袁这是丧失农村小规

带来社会的普遍赞誉袁反而不断为社会各界所诟
病袁对中师的向往不断被念及 [8]遥 从中师毕业后走

模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袁为此袁须转变固化模
式袁变被动依靠外部环境为主动向内寻求内生性

向小学教育岗位的教师大多秉持着传统中师注重
学生综合培养尧教学基本功训练有素等优良传统袁

的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之道遥 第二袁倡导生
活教育理念遥 教育是为生活服务的袁脱离生活的教

这部分群体目前是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的中
流砥柱遥 正是强大的中师队伍扎根基层 袁为实现

育无异于空中楼阁遥 农村教育要为升学服务尧为城
镇服务尧为农村服务袁三者都是与生活紧密结合

的振兴提供了可能遥
渊五冤社会各界的农村教育实践不断

生活世界的呼唤[9]遥 第三袁建立真正体现义务教育
价值的督导评价遥 一是摆脱应试教育的升学率评

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振兴袁离不开社会各界
的积极努力遥 例如袁徐州市自 2012 年起启动农村

价袁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尧学业水平尧
课外活动尧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进行监测袁定期向社

农村 教育的长 足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人员保障袁他
们的坚守为实现底部攻坚袁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

中小学布局优化工程袁计划用 3~4 年时间袁投入
19.5 亿元袁新建尧改扩建农村中小学 213 所袁全面

的袁学校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的生活而独存遥 为此袁
应将学校教育与生活教育相统一袁成为真实回归

会公布袁敦促地方政府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遥 二是
建立以保底尧扶弱为指向的评价袁重心是野评差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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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野评优冶袁按照野差者愈多冶的原则配置资源袁
关心后三分之一学校和学生的成长遥 三是增值性

渊四冤打造一支稳定的尧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农村教育的长足发展有赖于一支稳定的尧高

评价袁即根据学校不同的基础尧生源状况袁对其办
学质量进行发展性的增量评价袁这是对不同学校
公平的评价遥

质量的师资 队伍 袁 但农村教师 队伍整体 差 强人
意已为社会各界所熟识遥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农村
教育的薄弱之处袁居于农村教育的底部遥 为打造一

渊二冤倡导成立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
甘肃省平凉市在市域范围内成立农村小规模

支稳定的尧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
力院第一袁建立定期农村教师服务机制遥 鼓励大学

学校联盟袁通过实行野强校引领尧资源共享尧捆绑考
核尧共同发展冶的管理模式袁落实野三项机制冶袁即由

生毕业后到农村实践几年而不是终身被困于农村
学校袁等服务期满之后可以获得相当的物质与精

中心校校长负责小规模学校整体规划和教学管理
的统筹协调机制曰优秀教师尧教学资源尧教学成果

神报酬遥 第二袁建立农村教师退出机制遥 这点主要
考虑好两方面内容院一是优秀教师如若跳槽到其

的共享机制曰管理制度尧教学计划尧教研活动和质
量考核野四统一冶的管理机制袁不断开展学校之间

他行业应当被允许曰二是不合格的农村教师也要
采取措施淘汰出教师队伍遥 第三袁开展野县管校

的交流与合作袁不断提高小规模学校管理水平和
办学质量遥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在教育局的倡导

用冶袁变农村教师野学校人冶为野系统人冶袁实现教师
资源配置在区域内的相对均衡遥 第四袁小学教师工

下袁由范家小学尧石龙小学等 14 所小学自愿组成
地方性尧公益性尧非营利性义务教育发展组织袁通

资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遥 农村小规模学校大多
为小学阶段袁保障小学教师工资待遇是促进农村

过实施管理互通尧研训联动尧质量共进尧文化共建尧
项目合作尧资源共享野六大行动冶袁紧紧围绕野三大

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基本前提袁同时省财政尧县财政
也要配套相应资金袁保障实现城乡教师工资一体

提升冶袁即发展领导力的提升尧干部执行力的提升尧
教师教学力的提升袁努力实现野三大目标冶袁即常规

化袁保障农村教师工资优于城市教师工资袁保障教
师工资优于公务员工资遥 第五袁试行全科教师遥 全

管理有新突破袁教师发展有新期待尧学校发展有新
面貌遥 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野难兄难弟尧抱团取暖冶

科教师已经在广西尧重庆尧浙江等地积极开展了实
验袁且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全科教师缓解农村地区

的办学模式实质上是集团化办学袁联盟的成立打
破了原有的野强带弱冶野强强联合冶等固有模式袁这

师资不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袁值得借鉴遥
第六袁充分重视农村小规模学校校长的作用遥 在农

对于以集团化办学的形式推动区域内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遥

村小规模学校袁校长是个苦差事袁但农村小规模学
校校长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又至关重要遥 为

渊三冤变革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形式
在教育发展新常态下袁教育呈现理想与现实尧

此袁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校长设立岗位津贴并释放
校长办学自主权成为必要举措遥

城市和农村尧改善公平与促进创新的强烈反差遥 虽
然 我们已经进 入了教育普 及和大众 化阶 段 袁 进

渊五冤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运营所需经费
为贯彻落实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入了互联网环境曰但教育之体仍陷于应试教育之
中[10]渊P10冤遥 就农村小规模学校而言袁笔者认为应顺应

划纲要渊2010原2020 年冤曳袁财政部 2010 年在已下拨
635.2 亿元的基础上新增 105 亿元用于保障农村

好幼儿园既是对国家倡导普惠性幼儿园的回应袁
也是积极稳定小学生源的举措曰第二袁废除小学统

足 100 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 100 人核定公用经
费补助资金遥 2014 年在中共中央尧国务院颁布的

教育发展新常态袁积极在新常态下变革农村小规
模学校办学形式遥 第一袁倡导小幼一体化袁小学办

一考试袁将小学阶段的学业考评下放到学校袁学校
自主办学袁自主考评袁坚决抵制野应试教育冶曰第三袁
严厉打击以应试教育为主的野超级学校冶袁野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冶的蛊惑袁使得起跑线不断前移袁损害
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尧想象力和创造力袁要严厉打
击野超级学校冶袁促进学校向育人功能的复归曰第四袁
积极尝试新的方式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面临的困
境袁例如隔年招生尧复式教学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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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袁增加的资金其中一部分
用于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袁对不

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
若干意见曳中提出办好必要的教学点袁教育部副部

长在叶意见曳的新闻发布会中提出不足 100 人的按
照 100 人的学生来核拨经费袁确保教学点能够正常
运转遥 虽则不足 100 人按 100 人拨付生均经费已
经讨论并进行了多年袁但是中央仍然没有形成统

一的政策文本袁以至于该项惠民工程在实施的过
程中出现有些地方执行有些地方不执行的野量力

而行冶的情况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袁通过对 10 余省
百余所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调研得知袁不足 100
人按 100 人拨付生均经费也只能基本保障农村小
规模学校运营袁若要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远远

不够的遥 各地开展的积极探索值得借鉴袁例如四川
阆中市学校学生规模不足 300 人按 300 人拨付生

均经费曰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按不足 150 人拨付 10
万元教育经费袁广元市剑阁县按不足 150 人拨付
20 万元教育经费等袁都为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正
常运转所需经费提供了积极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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