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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上移：形成、惯性与反思
——以廖原县为例
王丹，潘璐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
摘

要：基于廖原县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分析发现，在农村教育上移趋势的形成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发挥了主

要的推动作用。在“以教育改革带动城区经济繁荣”的政府发展逻辑主导下，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巨大的格局形成，
农村学生享受在地化教育的需求难以满足，被动进城求学。2012 年后，农村家长的教育需求逐渐发生转变，其“上
好学”的教育期待以及诸多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客观上与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目标达成一致，共同推
动着当前阶段的农村教育持续上移。要突破这种结构惯性，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农村教育的发展重点从“促公平”
转到“提质量”，推动实现质量维度上的城乡教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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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inertia and introspection of upward moving of the rural education:
A case of Liaoyuan county
WANG Dan, PAN L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Liaoyuan county in the past 20 years, it is foun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pward trend of rural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logic of "promoting urban economic prosperity with education
reform", the pattern of hu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has been form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rural students to meet the demand of local education, and induces their parents' dissatisfaction. After 2012,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rural parents have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learning well" and many
behaviors of pursu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have objectively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goal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and jointly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upward move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t the
current stage. To break through this structural inertia, we need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hift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rural education from "promoting equity" to "improving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urban-rural education
balance in the dimension of quality.
Keywords: upward moving of education; Post-Dismantling Teaching Points and Combining School Era; educational
demand; equilibrium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

以“农村中小学不断减少、 教育资源向城镇集

论，认为该政策的实施是推动农村教育上移的主要

中”为主要表现的教育上移趋势是过去二十年中国

动因[1,2]，并对此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给予了高度

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术界以农村中小学布

关注，尤其是农村学生上学途中出现的安全事故更

局调整政策为主要切入点对此趋势进行了热烈讨

是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 [3,4] 。有鉴于此，国务院于
2012 年颁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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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意见》，明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
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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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为标志，中央政府对于农村教育的规划步入
[5,6]

“后撤点并校时代”

39

内的教育发展规划。然而，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县

。在这一时期，农村学校的

级政府并非只是被动的指令接受与执行者，而是有

布局调整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从教育

其自身行动逻辑的能动主体。在主导地方教育变革

公平的角度提出要“保留和恢复村小的教学点”，

时，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决定了当地改革的基本走

强调布局调整既可“撤并”，也可“增设”，减少

向，也直接影响着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作为中部

农村学校数量的单一政策取向得以扭转；另一方面，

地区的贫困县，21 世纪初，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廖原

坚决遵循教育部提出的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科学”

县政府面临巨大压力。以 2004 年的财政收支为例，

①

“合理”的原则 ，地方各级政府的布局调整行为得

当年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为 1.85 亿元，而支出却

以严格规范。2018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高达 6.12 亿元⑤，其中仅教师工资支出就达 1.3 亿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

~1.4 亿元⑥。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减轻政府

见》，提出要“优先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公共资源

财政负担成为地方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县政府

配置对两类学校重点保障”“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

决定通过教育服务市场化和教育上移来缓解财政

②

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 ，进一步表明中央政策层面

压力。

已经不再把减少学校数量、建设中心学校作为提高

（1）教育服务市场化促进地方经济。廖原县

农村学校质量的途径，而更倾向于对农村小规模学

的教育服务市场化是从后勤服务社会化开始的。

校进行直接的资源支持。

2001 年起，县政府开始鼓励学校拍卖内部的食堂、

然而，中央层面的政策的转向并未及时遏止农

宿舍、锅炉房等各种服务设施，将其转为“市场化”

村教育上移的趋势。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7》

运作。短时期内，廖原县的各类中小学都掀起了“拍

数据显示，2012—2016 年，乡村小学数量由 15.50

卖潮”，乡镇学校亦在此列。

万所减少到 10.64 万所，减少了 31.35%；乡村普通

2003 年县政府开始探索教育服务市场化的另

初中由 1.94 万所减少到 1.62 万所，减少了 16.49%。

一条道路，即全力推动民办学校发展。在该年印发

与此同时，城镇学校的数量缓慢增加，义务教育学

的《关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意见》中，县政府制

龄人口持续向城镇集中，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从 2001

定了“全面开放非义务教育”“搞活义务教育”的

③

年的 38.20%增长到 2016 年的 75.01% 。这些数字

发展方针，鼓励社会各类资本投资教育、兴办学校。

表明，在国家政策这一“推力”逐渐退出的后撤点

随后，县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为民办教育发展

并校时代，农村学生进城就学的势头依然强劲。这

提供政策优惠，部分优惠条件实际上延续了政府的

意味着农村教育上移虽然与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拍卖”作风，如允许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和国有

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这一现象的形成

企事业单位的闲置房地产资源以国有资产的形式

和趋势的持续却有着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推进农

投入或出租、出售等方式优先提供给民办学校，促

村义务教育和城乡教育保障的均衡发展，必然要对

使民办学校实现低成本扩张和快速发展。此外，县

农村教育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本研究以此为

政府还将民办学校聘用的师资纳入政府编制，由政

④

出发点，以河南省廖原县 2001—2018 年的教育变

府财政支付其薪资。这种“民办公助”的形式极大

迁过程为例，通过分析教育政策过程中不同主体的

地刺激了社会资本参与办学的热情。短短几年内，

行动逻辑来探究农村教育上移背后的动力机制，以

多所规模庞大的民办学校先后建立并开始招生。廖

期为农村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原县民办教育以公立学校参办、私营企业集团或民
营企业家创办为主等形式，办学规模上远远超过公

一、推力形成：地方经济发展变革与教
育资源可及性需求

办学校。据统计，到 2018 年，城区民办学校的校
均学生数达 5 000 人，是公立学校的 1.5 倍。社会

1. 地方政府的发展逻辑与教育改革举措

资本首先进入高中阶段，之后逐步扩展至初中，最

县级政府是我国县乡教育事业的主要治理主

后延伸到小学阶段。

体，承接来自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制定本辖区

廖原县将教育服务推向市场的举措一方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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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由于民办学校

极为明显：一是带动了就业。数量庞大的农村学生

成为了教育资源主要载体，缓解了地方政府在教育

进城读书，必然会带动城区交通、消费等方面的巨

基础建设方面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

大需求。二是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民办学校实现

发展。

了投资者的经济效益，也进一步刺激了投资者对城

（2）教育上移带动城区经济。2005 年《廖原

区其它项目的投资热情，为政府创造了更多的税

县鼓励支持民办教育优惠办法》出台，该办法提出

收。如在 2004 年投资建设明和高中的（新）中怡

投资商可在教育科技城内享受一级土地开发经营

集团于 2006 年获得了城区南部的新城开发权，总

权、一次性买断建设权等优惠条件。教育科技城是

投资 60 多亿，为政府创造了超过 15 亿的税收。

县政府为扩大城市框架、拓宽城市面积而专门划定

总结地方政府推行的各项教育政策可以发现，

的集教育、居住、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建设项目，

廖原县政府为解决沉重的财政负担，探索出了以教

⑦

占地面积为 2.6 平方公里 。这一项目的启动以提供

育促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以“农村学校撤并、搬迁

土地开发和出让收益的方式增加了县政府的财政

到县城，农村学生到城区学校就读”为主要内容，

收入，为城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

以“民进公退”“民办公助”“学校布局调整”“土

吸引社会资本对教育的投资，推动了教育上移。

地财政”[9]为主要手段，促使了城区学校、尤其是

第一，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城区学校资源配

民办学校在吸引农村生源与师资方面的绝对优势

置，打造城区学校优势。城区民办学校规模普遍较

的形成，是拉动农村教育上移的外驱力。在政府强

大，且获得了政府在师资方面的充足补给。按照廖

大的外力下，廖原县农村越来越多的学生包括小学

原县支持政策，既有编制内的公办教师可以自由流

生都开始选择进城上学，与此同时廖原县的城镇化

动至民办学校，且其公办教师身份不变，教龄也可

也迅猛发展。2002 年，廖原县的人口城镇化率为

连续计算；对外来投资超过 5 000 万元以上的学校，

26.8%，城区人口 17.7 万；2008 年，城区的人口规

政府则按照学校招生规模配备教师，教师工资由县

模达到了 34 万，扩大了一倍；到了 2011 年，城区

财政拨付，纳入县教育、人事、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人口达到了 37.3 万，全县的城镇化率提高到 35.3%。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乡镇学校在编教师大量流入城

2. 农村的教育可及性需求

区民办学校。截至 2015 年末，全县共有 1 600 余名

农村家长是地方教育改革的另一相关重要主

教师在民办学校任教，其中 40%左右曾在各乡镇、

体，地方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

村学校任教。

教育需求的满足情况，进而影响其行为。在 21 世

第二，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减少农村地区的

纪初，农村家长已经习惯了孩子在村、乡学校就近

教育资源供给，吸引学生进城就读。2006 年，廖原

读书，其就读成本相对较低，经济负担也相对较小。

县政府正式执行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并制定了初步

对他们而言，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更重要，其最

的目标：“把全县中心小学由现在的 471 所调整到

大需求是得到便捷、低廉的资源供给，即“有学上”。

286 所，把初中由现在的 60 所调整到 50 所。按照

然而，在廖原县，地方政府的举措改变了城乡之间

高中在县城，初中在集镇的原则，合理整合教育资

的教育资源布局，造成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的流

⑧

源” 。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
[7,8]

出，使农村教育资源短缺。因此，为了“有学上”

均衡” 为主要目的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被

家长们不得不追随上移的教育资源，让孩子进城读

地方政府片面解读为“重城抑农”的教育规划。在

书。与此同时，城区的民办学校开始采用多种手段

县政府的推动下，原有乡镇高中或被搬迁至城区，

吸引农村生源。不少农村家长反映，乡镇学校中的

或被直接关停，原有的乡镇初中被裁撤、合并，加

一些教师被“收买”成为民办学校招生的“中介”，

之乡镇学校的师资严重流失，吸收生源能力降低，

在孩子小学、初中毕业择校之际，推荐其到县城的

导致农村学生不得不选择进城就读，出现了大规模

民办学校就读。这种择校指导并不是依据学生实际

的农村教育上移。

学业表现给予的合理建议，而且也未顾及到学生家

农村教育上移在城区经济发展中的拉动作用

庭的经济能力，一度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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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面对供给不足的教育资源，农村家长不

高并不意味着职业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杭某的介绍

得不接受老师的提议，送孩子进城就读。可以说，

中，每次厂里有新项目下来需要选拔负责人时，丈

在教育资源可及性需求的刺激下，农村家长被动与

夫都会因学历不够被排除在候选人范围外（杭某丈

地方政府一起，成为农村教育上移现象的推动者。

夫只有初中学历），而成功进入管理层的往往是接

总体而言，在 2000—2011 年廖原县农村教育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毕业生。“那些大学生会用电

上移趋势的形成与最初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发挥了

脑制图，我老公不会，但他一看木板就知道要怎么

主导作用，在以教育改革带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区

切削，各种机器他都能熟练使用。”在为老公抱不

经济发展的逻辑指导下，城乡教育资源被重新配

平的同时，杭某愈加坚定了教育改变阶层地位的认

置，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差距巨大的格局渐趋成型。

知：“不上大学，一辈子都翻不到上面去”。基于
此，杭某和丈夫共同决定要“花大力气”培养孩子

二、发展惯性：主体合力推动下的农村
教育持续上移

读书，在儿子小学毕业后就送他到县城的私立学校

1.农村家长“上好学”的期待与主动送孩子进

杭某所言“翻到上面去”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

城就学

就读，杭某到县城陪读，一直陪到儿子高中毕业。
普遍想法。从“农民”到“打工者”，数年的打工

相关研究表明，在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即

经历虽然为农村人带来经济方面的相对改善，却并

“人人有学上”的目标之后，人民群众对于子女上

没有给他们带来阶层地位的提升。打工者从自身经

学质量的要求渐渐提高，提出“上个好学堂”的要

历中总结出“翻到上面去”的途径就是拿到高学历，

[10]

求

。在不同的教育需求模式下，家长对于教育变

革的评价与感受是不同的。在廖原县，进入“后撤

这就使农村家长产生了让子女获取高层次教育资
源的强烈愿望。

点并校时期”后，农村家长的教育观念开始发生转

其次，到大城市生活、工作的经历，使农村人

变，从“有学上”转为“上好学”，让孩子接受优

对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有了切身的体

质教育的需求逐渐成为主流。

验，也使他们有了比较具体的优质教育期待，并认

（1）打工经济与教育观念转变。廖原农村人

为只有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外出打工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外出者从事的行业

刘某（女，1971 年出生，廖原县三河镇新平村

类型多样，务工区域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构成当前

村民）和丈夫自 1998 年开始就一直在上海等地打

农村家长的主要群体——“70 后”“80 后”的农

工，后来在 2002 年出生的女儿也是跟着刘某在上

村人来说，外出务工的产业类型和就业区域主要集

海的学校读小学。2014 年的时候刘某因为身体原因

中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是典型的“第二产业

返乡，女儿也随即转回村里的小学。在刘某的讲述

农民工”，特殊的流动务工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

中，村小提供的教育与上海那边“差太远了”：“上

于父辈的教育认知。

海那边的学校老师都很厉害，教的很好，女儿在那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经历使这些 “第

里一直读到四年级，成绩始终保持在 80～90 分；

二产业农民工”愈加认识到了“学历”的重要性。

而村小老师就不行，教得不好，女儿转回来之后成

对于大部分的第二产从业者而言，较高的受教育水

绩只有五六十分。”此外，农村学校开设的课程也

平是晋升管理层的基本条件。

太过单一，刘某女儿在上海就读的学校不仅开设英

杭某（女，1973 年出生）是廖原县陆湾镇平楼

语、音乐、绘画等课程，还会组织形式多样的课外

村的村民，其丈夫自 2008 年开始就在浙江的木板

活动，为孩子创造各种参观、实践的机会。虽然早

加工厂打工。工作时间长了，杭某的丈夫在板材设

已返回乡村，但刘某对上海教育的憧憬并未随着时

计、加工等方面习得了娴熟的技能，很受老板的器

间的推移而淡化。相反，为了向更好的资源靠拢，

重，薪资待遇也颇合心意，2018 年杭某丈夫每月的

刘某在 2016 年将女儿送入了城区的民办学校就读。

平均工资达到 5 800 元。这种收入水平甚至可以与

随着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

大部分的高校毕业生相媲美。然而，经济收入的提

越来越高，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类资讯进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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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

展基本均衡推进计划的通知》，调整了辖区内各县

送孩子去城区甚至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就读，追求更

市义务教育均衡推进计划，提出各县市在实现义务

优质的教育。截至 2018 年秋季学期，廖原县农村

教育均衡目标时可以参考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下发

学生在小学阶段进城就读的比例达到 40%，而初中

的《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阶段进城读书的比例达到 65%。这说明现在的农村

办学条件的意见》。自此之后，廖原县开始了义务

家长的教育理念在其工作经历中发生了变化，越来

教育均衡化建设与城镇学校扩建并行的教育改革。

越强烈地意识到接受更优质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

一方面，以“全面改薄”为核心推行义务教育

性。农村家长让子女“上好学”的需求成为后撤点

均衡建设工作。包括重点改造校舍和室外运动场

并校时代农村教育上移的内生动力。

地、购置教学仪器；持续招聘农村教师补充乡村教

（2）主动进城就学与农村资源上移。2012 年后，

育师资力量，依托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对任教于农村

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已成既定格局，“村里老

学校的教师给予每人每月 100 元的补贴等措施来着

师教得不好”“镇上中学管得不严”成为廖原县农

力提高教师待遇。从政策效果来看，廖原县这些教

村家长的普遍认知。为了实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

育改革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教育环

目标，农村家长们转向城区的学校，把孩子送到城

境，但并未在实质上触动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这一

区学校上学。家长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

格局，故而未能在吸引农村生源在乡就读方面发挥

资源以支付各种教育开支的形式向城区集中： 1）

太大作用。

高昂的学费。2016 年城区私立初高中的学费高达 8

另一方面，持续投入资金扩建城区学校，提高

000 元/年，私立小学的学费平均每年约为 3 500 元，

城区的教育资源供给能力。2018 年 12 月，廖原县

仅此一项就消耗了大量农村人多年的积蓄。2）陪读

政府决议投资 10 亿元在城区新建 6 所学校，扩建 1

费用。在廖原县，农村家长到城镇陪读是一个相当

所小学，建成后，城区对中小学生源的容纳量将增

普遍的现象。陪读地点或乡镇或县城，在乡镇陪读

加 20 000 个⑨。除此之外，县政府还整合了中央对

的多是祖辈，陪读对象以小学生为主，每年花费 2

口帮扶单位提供的扶贫资金，在县城南部修建了一

000～5 000 元；在县城陪读的一般是孩子的母亲，

所九年制寄宿的扶贫“励志学校”。该校于 2016

陪读对象以中学生为主，其费用为每年 20 000 元左

年 9 月开始招生，2018 年在校生超过 5 700 人，其

右。3）购房支出。廖原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

中 74%左右的学生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庭。通

实行的是划片分区招生，为了争取到公办学校的入

过这些举措，城区学校对于农村学生的吸收能力持

学名额，不少农村人会将在县城购房作为一个重要

续增强。

规划，由此，购房支出就成了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从廖原县的总体发展布局来看，城区教育资源

根据县教育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送孩子

的扩容是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一部分。2014 年

进城读书的农村家庭中，约有 1/3 的家庭会让家庭

10 月，县政府公布了《廖原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

成员到县城陪读，1/3 的家庭倾向于在县城购买房

—2030）》。规划提出，到 2030 年，廖原县中心

产。这些随着教育上移而进入城区的农民，在客观

城区人口要达到 80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持

上促进了县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 80 平方公里左右，实现“双八十”，将廖原建

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家长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行为

设成为豫皖鄂交界区域性中心城市。

[11]

具有推动城镇化的“外部效应”

。

2. 地方政府发展的“路径依赖”与教育资源格
局的进一步巩固

无论是城区教育扩容还是城镇化的“双八十”
目标，廖原县当下和今后的发展重点都集中在城
区。而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通过教育上移

2012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带动农村人进城生活、消费、购房是推动城镇化最

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显著的举措。对地方政府而言，教育是带动县域经

量”“加快缩小城乡差距”。2014 年 1 月，河南省

济尤其是城区经济的一种手段[12,13]，故而，在将城

教育厅下发《关于对接河南省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发

镇化视为当前重要发展目标的背景下，廖原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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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遵循着前一阶段的行动逻辑，持续巩固并进一
[14]

步扩大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差距巨大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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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教育治理的主体责任及其与市场化教育资

。这种

源供给主体之间的责任界限，切实规范体制内教师

“路径依赖” 与农村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客

的“乡—城”流动机制，从制度层面杜绝为从乡村

观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一种结构惯性，共同推动着

流入到民办学校的师资提供正式资源供给。其次，

当前阶段农村教育的持续上移。

县政府应提高对乡村教师的支持力度，集中力量满

[15]

足其职业成长与生活需求，尤其对于居住在城区需

三、反思与建议：农村教育困境与城乡
教育均衡的实现

要每日往返乡村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应采取措施提

纵观廖原县的教育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教育

力。最后，通过绩效激励等方式督促乡村学校负责

上移趋势的发展分为“初步形成”与“惯性推进”

人变革学校管理模式，利用其“在乡”优势，搭建

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主要参与主体所扮演的

起与农村家长的常态化沟通平台，为有意向留在乡

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区别。2012 年以前，廖

村学校的农村孩子提供尽责的关怀与严格的管理，

原县的农村教育上移以农村初高中的撤并、搬迁进

提高乡村学校的生源吸引力。

高其通勤的便利性，以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

城为主要内容，主要的推动者则是主导教育变革的

总而言之，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村学校的

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理性的逻辑指导下，廖原县

师资实力、改善其管理机制，将农村教育的工作从

的教育资源分布格局发生了彻底转变；同时，市场

“促公平”转向“提质量”，才能切实改变农村教

化资本也开始参与到教育供给结构中，为廖原县的

育上移的趋势，促进农村教育实现良性发展。

教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在教育上移形成时
期，农村家长只是被动的变革接受者，对于教育上
移趋势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是比较有限的。2012 年
后，地方政府依然坚持以教育带动城区经济发展的
行动逻辑，在执行扶持乡村教育发展的同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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