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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破碎中的 村教育

目前 村文化秩序遭遇的危机是多重的，一是自然生 秩序的破坏；一是 村文化秩
序的瓦解；一是 村公共生活的危机；一是 村心 秩序的危机。 些  的后果也 一  看
不出来，但只要我 稍微留心，就会  ， 些  在眼下的直接受害者就是 村的孩子 ，
他 正在失去 村社会 他 的生命悉心的、整体的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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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教育的意 
　　
　　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家德· 米契斯在《 的教育》中  写
到：
　　
　　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 夫吧。
　　人的堕落，与物的腐 一 。
　　物 腐 ，只要置 土中，就能分解成清 的植物的 料。人
亦然， 已堕落，只要与土 近，就成清 健全的人。
　　
　　我 今天 注 村教育，一个重要的意 就是 我 的物欲化的
都市生活 找新的根基。  根基表 在两个 面：一是作 族 的
根基，一是作 个体生命的根基。我   村社会的 注，  上是
活化我 生命的根。 影《霍元甲》中，李 杰扮演的霍元
甲 尽 辛， 于明白只有 才能 得世界，后面尽管他  死亡，
但人格已 高高地站立起来。其中促成霍元甲完成精神救 的情 正
是 离繁 都市的 村自然，加上月慈姑娘。其中 含的 村社会 于
个体生命的拯救的基本要素就是： 、美、自然。我 需要重新   村
社会的重要因素，在 片古老的 村土地上，你 可以感受到心
灵与生命的 化。面 道德理想与激情灰 烟 于物 主 、享 主 之
中，置身 土，我 不  去  旧之旅，更重要地是从生命的根基
出 去 注 村社会与 村教育。
　　另一方面，以 村作 社会最大群体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我 增
加  村文化与教育  的 注，我  注和 社会、公民社会，都不 忘  村
社会的存在。“改革正在 大 ”，不 注 村社会的和 ，就不
可能有整体和 社会的建 。我 需要把 村教育 入到新 村建 的 注 野
之中，通   村教育的 注来  我 的公共  。在今天，也 个人
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 可以通  言来建构一个公共的空 ，
以 言来敞 我  社会的 注，同 也敞 我 当下的生命空 。我 的
社会急切地需要公共理性精神的 育，拓展我 的公共 野，提
高我 社会的公共理性精神。 注 村社会， 我 在拜物教流行
的社会中， 启一  他者而活着的精神。

                                                       村
教育的  ： 不清的  
　　
　　我 今天的社会中， 待教育  上出 了两个极端，在城市
教育看作是 注的中心，各 形式的教育 孩子的生活增加的是
很精 的 力。在 村却出 了新的  无用 。有 道称，四川山区，
上大学无用 抬 ，有家    ：“我曾  儿子 ， 念 了，可是
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   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
跟 也不   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 子受 ， 在是上了大
学 上就受 ”。浙江富裕小 的教育状况同 堪 。玉  是浙江
温州著名的  ，大部分玉  的孩子都会在高中  前出国。玉 中
学初中有五个班，高三只剩下三个班，高三(2)班是唯一的文
科班，高一 四十几个人， 在 剩十八个人。  明 村社会的教
育  不  是学位的  ， 有一些更深沉的  。与此同 ，京 地
区的家 不 血本投入。上海 北八中校 刘京海 ，上海 旦二中、
上海 范附中、   大附中、交大附中它 的“一本”升学率都
是90％以上，“ 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
京，几所最著名的市 重点中学之 ，拼的已 是“北清率”(即
考上北大和清 的比例)。
　　  无用 何以在 村社会抬 ？ 是一个  的  。 招前 村社
会 教育充 了美好的期待，  人在 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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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  情况并不那   。我 来看
四 人  的命运：大致有两 ，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 情
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 争中， 村社会出
来的大学生，他 享有的 争 本不 ，只有学  本，在社会 系 本
以及个人 合素  本上他 明  于不利的地位。另一 是考不上，
考不上的人  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 情况，一是早
退学早打工早适 ，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 尬。
　　在 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 一年 和少 一年 ， 于
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 ， 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 。 村
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 系。  越多而又没
能走出 村的年 人，他 在 村社会的生存能力 比不上那些  少
的同 人。
　　与 村少年上大学机会 大相 的另一个  是，由于高考  教
育  上已 到了十分精 的程度，而 村社会在    精 化的考 的
能力与准 方面 然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提并 ， 直接 致 招后 村
少年 入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新升格的地方性院校，重点院校 村
大学生的比率  上在降低，大学生中的  差异是很明 的。 招
并没有  村社会 来  性的改 ，他 即使 了 后就 形 也是不  的，
他 甚至 不如同 打工者中稍微成功一点的人 得的回 多。

                                                    村
文化的凋敝 来的 村困境
　　
　　 少功在《 里少年》一文写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他曾 帮
助  一位 村知 青年，从朋友 位里淘汰的  中找出有用的配
件，拼装了一台  送 了他，没有想到的是， 位大   生并没
有去学会打字、 找科学 殖的 料，而是用  看武打影碟，上
网聊天 友，异想天 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 号 。就因  一台  ，
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  、上网 以及 修 ， 收稻谷 更不
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 台  使他更有理由 离  和    ，甚
至 父母更多蔑 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 找安慰。奇怪的是，
他的父母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  和 喜。在他 看来，儿子不 在
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   熟悉了 国 一 名
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
才了。
　　  作  代文化的表征， 入 村之后，效用是怎 的呢？也 我 想
当然地  它 来了 村新的文化与文明，但  的情况 要  得多。
当  文化 入 村社会， 来的究竟是什 ？ 来的直接后果是 村
文化以及相  村生存姿 与理念的  ，是像 位 村知 青年一 的  村
生活的疏 、 末流 尚的  的臣服与置身 村社会的无所事事，  道
就是我  他 来的 代化？ 少功先生于是 出了  的感慨：“我
是否    幸有那 多 下孩子 于失学或者 学，没有都像他 的
儿子一  城  ？”
　　一位搞刑事 察的朋友    一件事：一位 沙市郊的初中女
生被人 死在学校  外，原以 很好找凶手，后来才  ，没    ， 个
女孩有一百多网友，与其中二十多个网友 生了性 系。仔 思
考，不管怎 ，究竟是什  死了 个女孩呢？置身   村文化秩
序之中， 个女孩也 可以平静地生活，但正是在其并没有足 的
能力准 去  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的 候， 代文明迅即 入她的生
活世界，直接 来的是  代文明表象的沉迷， 致个体生存的迷
失。 表面上是一个个体性的事件，但 道不跟我 今天社会的
某些深   息息相  ？外来文化   村社会的是他 的 之若 ，
抛弃自身所有的一切，急于投入到外来文化之中。不管是  死
了她，都跟 代技 脱不了干系，在 个意 上，我  个人都是共 。
我 有必要从文化 面上来看看 村社会究竟 生了什   ，那就
是生命姿 的断裂和迷失。
　　在今天，由于主 性的价 目 的  ，加上整个社会生活的
世俗化，求富裕成  村社会的根本目 ， 的一切几乎都可以放
在一 ，甚至生命， 会失掉 村社会中很 得珍 的 多 西，并
直接 致 村生存的 迫感与村民生存的  ，   上成了 村文化
瓦解的根源。青壮年 力出去 生，年 者在以   中心的 村社
会的  化， 致 村文化主体的缺席、 村社会的空心化，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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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去，年幼的人得不到文化的滋 。我 曾 在 村社会中
受到的多 文化滋 都已 慢慢消逝， 村社会失去它原有的内容。
与此同  起的是   博，   村文化的虚化，外来流俗文化的
冲 ， 致 村文化生活的反文化化。
　　 入市   ，由于 村社会的起点太低，能 入市 去比拼的
只有有限的 源， 直接 致 村自然的 重破坏， 土在村民生活 野
中的功用化与自然在 村生活中的 匿，村民生活在 外在文化
的想象之中，把自己与 村文化隔离起来。就是 些 西，曾  我  有
了无数个尽管  但不乏美好、丰富的童年， 村社会是我 生命
的根，我个人的 一点成 的痕迹都离不 我从小生存的 村的滋 。
但今天， 村少年 然在 村，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 村社会之
中，自然没有成 他 成 的有效 源。
　　更深 次的  是价 理念的虚化。我曾 在《 村的  与 村
教育的文化缺失》一文中写到我老家的村里有位快九十的老婆
婆被媳 推倒摔断了腿、又被戳瞎了一只眼睛， 人 不能去看，
她有几个儿子也都在相互的比 中各管自己，没有人去更多地 心
她。   村文化价 已 瓦解， 代价 理念又无法真正深入，从
而 致 村生活价 的虚化，利益本位、家族本位（  上 是利益
本位，以家族来  个人的利益）成  村生活的基本价 取向。  上 代
法制体系有没有可能解决 村社会的文化价 秩序  ，是一个很 得
思考的  。
　　
                                                           村
教育  的三个 面
　　
　　目前 村文化秩序遭遇的危机是多重的，一是自然生 秩序
的破坏；一是 村文化秩序的瓦解；一是 村公共生活的危机；
一是 村心 秩序的危机。 些  的后果也 一  看不出来，但只
要我 稍微留心，就会  ， 些  在眼下的直接受害者就是 村
的孩子 ，他 正在失去 村社会 他 的生命悉心的、整体的呵 ，
尽管他 在物  面大都得到了更好的基本生活条件，但他 精神
生活的 困与从小就形成的生存的迷失会陪伴他 一生，而且 在  蔓
延。由此我 可以看出， 村教育的  并不是我 前面所 的条件
的改善与学位的保障，尽管物  面的  同 非常  。 村教育的  主
要 及三个 面：
　　一是 利的保障与机会的均等。一个小孩 打工的父 写信，
今后自己要做国家干部、国家教 ，一定不做国家 民。父 写
信 他，只有国家干部、国家教 ，哪里有什 国家 民？ 里  上
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那就是如何保障 个 村社会的个体以基
本的国民待遇。保障 个人  的 利是  个人在社会中生存 争
提供起 的平等之可能。 注社会公平， 需要我   于不利地位
的人以更多的  。最基本的 面当然是怎 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
与基本的教育公平，在 村教育的条件、就学保障等方面予以
充分的考 。
　　学位的保障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基 ，教育的根本  是文化
培育的  ，所以  村教育的 注必 上升到文化 面，拓展 村教
育的 村文化 野，增  村教育与 村生活之 的有机 系， 大学
校教育内容与 村生活  之 的融合。
　　第三 是怎 从 村教育 生的根本点着手，全面 求在作 教
育 域的 村世界中， 村少年精神与人格健全 展的根本出路，
促  村少年在学校生活与 村生活之 的和 。  的物的引入，
所 来的并不一定是孩子的健全 展，甚至有 候可能是相反的，
如果我 没有 予他 相 的   代物 文明的内在意 与能力。
　　第一个 面是从教育的形式 面，第二个 面是从作 教育内
容的 村教育与 村文化的融合 面，第三个 面 是从作 文化与
精神事件的 村教育的本体 面。第一个 面是 利的，第二个 面
是文化的，主要 及与 村生活相 的知 、技能与基本 村情感
的培育；第三个 面是人格精神的，主要 及 村少年生存的核
心情感、 度、价  。重新确立以 村少年的健全 展作  村教
育的根本目 ，并把它  我 考量 村教育  的核心与根本，  于 村
教育的健全 展是至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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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文化
建 与 村教育文化 野的敞 
　　
　　作 文化主体的 志就是具 自我生存与生 的能力，成熟的
文化主体意味着具 基本的自信，能坦然接受自我存在的  ，
同  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自我 展的方向。与此同 ，能 不同
文化保持 放的姿 ，包容他者，在此基 上具 适当的整合外来
文化 源的意 与能力，在 造新我的同    自己的不断超越，  自
我文化内涵的充 与文化价 的提升。 村文化的重建，其核心
就是要恢  村文化的起 的自信，重建 村作 社会文化有机体
存在的尊 ，在此基 上才有可能重新 育 村文化自身的增殖意 与
能力。恢  村文化的自信其根本就是要 予村民社会个体置身 村
社会的基本存在的自信。
　　二十多年前程琳演唱的《信天游》 人  犹新：“我低 向
山沟/追逐流逝的 月/ 沙茫茫 山谷/不 我的童年/我抬 向青
天/搜  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 都没改 /大雁听 我
的歌/小河  我的 /山丹丹花 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
的梦/信天游 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 ”。当 村
社会的一切建构着 村少年年幼的生命世界的 候， 村社会就
与我 的一生 生了水乳交融的 系。
　　 村文化的展 有三重内涵：一是 村自然；一是 村村民的
自然生 与生存的方式；一是建立在 村自然与村民自然生存方
式之上的活 文化 式，包括民歌民 、民 故事、口耳相 的白   、
民 文 、民 体育形式、 情。 村文化孕育并 达了 村社会的
基本生命姿 和价 理念。 村文化的核心正是  一 生存的价 理
念：善良、淳朴、 情、基本善 的分明。
　　 村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基本 于遮蔽状 ，我 的  充 的要 是
富豪与小 生活，要 是天 行空的古装 和武侠 ， 包括部分弘 主
旋律的影 作品，真正   村社会的文化价 、能切 引 当下村
民生存姿 的影 作品十分少 。湖南  的“ 村  ”有 好的 村
文化意 ，但也 可以 一 拓展， 村 角不能  是 奇、新 ，更
重要的是引 、培育建 一 文化的理念，真 地   村文化的内
涵，但 本身也是很 的。
　　 村在中小学教材中也基本上是缺席的， 村社会只是作 宏
大 史主 的点 ， 村自身的价 在我 的教材中基本 如。当然， 并
不意味着 行教材中就没有 村文化  的因素，只要用心 掘， 是
可以找到相 的内容。

                                                村少
年一个美好的童年：
                                              村教育
能有与 有的基本 切
　　
　　在一个文化几近荒 的 境中， 村教育需要挺身而出，成 文
化荒漠之中的 洲。出 点就是培  村少年的自信心， 自我作  村
少年与  村文化本身 有的自信。
　　2007年1月，我 去湖南宁   天坪 中心小学 研，   里的
老 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在 村文化破碎的境遇之中，他 尽力
在 孩子  造完整而美好的精神空 。从那里得到的几篇小学三
年 学生作文， 我  村教育的文化  的路径有了略微清晰的思
考。
　　路径之一： 极 展内外文化融合的活 。有位叫唐晶的学
生  写《一次 心的班 活  》：“今天的第六  是班 活  ,我  一
次班 活  的主 是‘我最行’。第一个上台的是 可 ,他表演
的是模特 ,非常有趣,笑得我 大家合不 嘴了。第二个上台的
是刘技余和童 他 做俯 撑。第三个上台的是‘双星 合’，就
是 音和王音。第四个上台的是宋沛花和我，我 表演的是朗 一
篇文章，叫《繁星》，我 的 候，脚一直 抖，可我一直装作
大方的 子， 完后，我坐到座位上 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仿佛
提到嗓子眼儿……到了最后，叶君玉模仿我唱歌，可有趣了。
到了  品的 候， 音得了最佳台  ，丁慧珍得了最佳 意 ……
而我没有得 ， 得挺 憾的，可 一次失 了， 有下一次，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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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一定要拿 。”小孩子的表演中透露出他 在文化的交融与 造
中的 极的生命情趣，既有 外来 尚文化的模 ，又有 出心裁
的 造，不自 中就  出了一个健全的文化主体的萌芽。我 的 村
学校就是要尽可能地通 内外文化融合的活 ， 他既能感受外
来文化的美好，又能体 在 践之中。
　　路径之二：引 孩子 去 极  并感受 村 境与生活中的美
好。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 句   村社会同 适 。
当我 避 功用化的思 方式，引 孩子 用自己的眼光去 察、  、
想象 村世界， 村世界美好的一面就自然会呈 出来。一位叫
刘博毅的孩子  写《家 的羊 小道》：“我的家 到 都是羊 小
道，一条条小道互相 接着，像我 家 的血脉。”“在春天的 候，
我 家 的小道到 都 出了花儿、草儿， 有  出的小草，到了
夏天，花儿争着 美 ，一个比一个 的 ，小朋友 玩的也正有 ，
小道  个个笑哈哈的，秋天花儿病得 黄，小道  很 心，但有
菊花妹妹来安慰小道  ，冬天花儿 都 入了梦 ，那是梅花姐
姐唱着 听的歌”。作文的最后一句是“ 相 ，最 家 的小道。”
家 的小道就  以美妙的精神 系和作者的生命世界   系在一
起，成 永恒的  。
　　路径之三： 外来文化的 极学 与主 接受。 村孩子 然  不
广，他 同  有活 的心智与 新 事物的敏感性。引 他 以健全
的心 去面 外来文化， 极接受并融入他 活 的生活世界之中，
不 可以拓展他 的文化 野，启迪 代文化意 ，同 可以提高他 与 代
的 密度，提高他 生存的自信心。一位叫李宁的小朋友  写《我
最喜 的一 广告》：“我 大家推 的 品是洗 露‘雨 ’，首
先出 在我眼前的是大名鼎鼎的歌星——任  ，他背着 器，手舞
足蹈地唱起了一首 美悦耳的歌：‘春天花会 ，感 自由又 松，
雨 我最 ……’听了 首 美的歌曲，我一下子喜出望外， 才
的  烟消云散。”“我特 的喜 ‘雨 ’ 个品牌的洗 水，大
家都来  吧！” 着  的文字，我 看不出 下少年的 感，以及
他 与 代的落差有多大。
　　路径之四：引 孩子 珍 个人 村生活与成 的  。  本身
就是一 成 的 源，一个人不管出身何方，其成   无疑都是人
生的重要 源， 村少年也不例外。李宁同学写他学 自行 的  ：“ 得
我在五 那年，我曾 成功了！那年，我垂  气地倚坐在窗 ， 呆
呆的看着清澈的河水，突然，我看 我的好伙伴—— 柳青在 致
勃勃地 自行 。我莫名其妙地想：我都已 有五 了， 什    是
不要我 自行 呢?于是，我 冲冲地找到了  ， 声 气
的    ：‘  呀，我可不可以学 自行 呢？’  二 没 就拒 了
我：‘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学嘛。’我吵着 。  我的
苦苦哀求，   于答 教我了。  先教我学会了踏 ，然后再教
我怎 坐 ，于是我按照  的要求来做。 当我 累了的 候，我
就 自己 ：‘有志者事竟成， 着急，慢慢来，我一定能成功
的！’  我刻苦的  ，我 于学会了。我成功了，我 于成功了！”
五  候的成功喜悦可以不断地向后面 染，成  村孩子  中的
感 。
　　路径之五：活化 村少年的 情，引  村少年珍 那份朴 的 村
情感。有位学生写到 村生活的  一个  ：“只有 居家的‘土 ’
才能放下 ‘巨大’的猪 ，也只有‘土 ’才能炖出猪 的喜 香
味。”（《 村真的 了 》《我是 民的儿女—— 土叙事文本》，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除了 村生活中的 土人物， 村人 之
情同 是重要的成  源。 天坪小学的叶  写《我想 爸爸 》：“爸
爸，我想 你 的第一句 那就是：爸爸，您辛苦了！感 多年来 女
儿的 心和指 ，你多年在广州打工，完全是 了我和弟弟，您
辛苦了！您生活得比我 差，听   ：您 常住在用布搭的棚子
里睡，刮  ，您的棚子有可能都会吹倒。您有 在海上打 ，我
提醒您要小心一点，有 一刮 ，就会把船都吹翻。父 深深，
您做到了，我只能再深情地 一句：‘爸爸，您辛苦了!’”父 生
活的 辛在 里自然地 化成了女儿成 的 力，同 又 一 加 了
父女之 的真情 系， 在孩子的幼小心灵空 无疑是刻下了深深
的印 。
　　 村生活中确 有着丰富的文化 源，只要引 适当，就可以 化
成  村少年健全人格 育的重要 源。就目前而言，除了 掘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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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源，一个重要的  就是要在正 文化冲突中培育 村少年
的文化自信与生存自信，避免他 因人格的不成熟而 入歧途， 立
他 正确的成 目 。目前出 的很多 村  少年，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没有 理好 方面 系， 他 的人生 早地迷失在无根基的生
存 境之中。

                                                    村
教 ： 村教育的根本保障
　　
　　 村教育确 面  多  ，要 底解决 些  ，短期内是不可能
的。但其中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那就是教 。人才是解决 村
教育的根本，只有 秀的、富于 任感的教 才能 置身荒漠化文
化之中的 村学校提供一片精神的 洲。
　　 于 村教 而言，一方面是留住 有教 ， 他 安心从事 村
教育，同 又能不断  ，适  村教育的需要。 意味着我 需要 极
改善 村学校条件，提高 村教 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提升 村
教 的事 感， 他 找到作  村教 的独特意 与价 ，找到事 感
和人生的 属感；第三是教 的素 与 村教 的培   ， 里
不  是   入 代教育教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引 他 如何   村
教育的独特性与 村教 的文化 任。我 目前的 程改革  村教 的
培 更多地是  村教 去 近 代的教育文化，而不是立足于他 所
置身的文化， 其中是有偏 的。
　　与此同 ， 村教育 需要外来教 的支援。在短  不可能建
立一支 定的高素 的 村教  伍的前提下，社会支教体系的建
立就 得意 重大。通 外来的 秀教 、文化人士等，  村少年
一个短 的机会， 他 感受不同的世界，从而 他 幽 的生活世
界一段美好的  ，也 可以在有意无意中敞 他 心灵世界的重
要的窗口，有 甚至可以改 某些 村少年一生的命运。
　　当前， 有一个更重要的  ，那就是如何保障 村教育的  来
源。目前 村教 短缺、青黄不接已 成 一个日 凸 的重要  ，
部分地区流 着  的描述 村教育  的  ：  奶奶教小学，叔叔
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我 在高校 招后，一方面大学
生分配不出去，另一方面 村学校没人愿意去，适合于我国 村
特色的中等 范又一刀切，于是就出 了前面所 的状况。在  背
景下，我  ，部分恢 中等 范，不失 从根本上解决 村教 来
源  、改善 村教育的  策略。在某 意 上可以 ， 村 范才是
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里有一个重要的  ，那就是 村教育到底需要怎 素 的  。
其 ，在目前的情况下， 村社会更需要的是学 并不一定高、
但素  高的教 ，他 具有基本的 村情感，他 能用心从事 村
教育，他 才真正是 村教育 得信 的薪火。中等 范的一刀切，  上
是截断了 村教育  的源 活水，所以，适当的保留、 展中等 范，
采取必要的措施吸引比  秀的 村少年，一是 予学 上的 惠，
免学 ， 由政府提供适当的 学金；二是提高 范教育水平，全
面拓展 范生立足 村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意 和 合素 ；三是改
善 村学校条件，提高 村教 的待遇， 是一条适 当代中国 村
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路径。相  定的、高素 的、
富于 心的  ，是 展 村教育、提升 村文化，甚至  整个 村
社会健康 展的重要保障。

                                  我 究竟能在何 程度
上“解决” 村教育  
　　
　　从  而言之， 村教育无疑  村社会的 展具有重要的引 意 ，
但从短期而言， 村教育同 也  村社会具有很 的依 性， 村
社会的品 会直接制  村教育的品 ， 村教育不可能解决 村社
会的整体出路  ， 村社会的出路有 于整个社会文明的  以及 村
社会文明的整体建 。我 在 注 村教育的同 ，不 忘  村文化
的整体建 ，包括村民  的建 、 村   、   村文化形式的 掘
和引 等等，尽可能  村少年以 极健康的文化空 。
　　由于 弊之深，以及 多外在条件的制 ，我   上很 真正
解决 村教育的  。但我 可以从 小的事情做起，捐一本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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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小小  室，  村少年 一个故事， 他 一起欣 一部适合
他 的好 影……一点一滴去 注 村文化与教育，一点一滴去改
善 村文化与教育的 境，日 月累，量 而  ，就可以逐 成 改
善 村文化与教育精神脉象的 极力量。
　　曾看   一个小故事， 目叫《 条小 在乎》：在一个暴 雨
后的早晨，一名男子来到海 散 。他  在海 沙 的浅水洼里，
有 多被昨夜的暴 雨卷上岸来的小 。小 被困在浅水洼里，回
不了大海了—— 然大海近在咫尺。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
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 些小 都会被晒干而死的。男
子  朝前走着。他忽然看 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
且不停地在 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 起水洼里的小 ，并
且用力把它 扔回大海。 个男人忍不住走 去，好心 道：“孩
子， 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 ，你救不 来的。”“我知道。”
小男孩 也不抬地回答。“哦？那你 什  在扔？ 在乎呢？”
“ 条小 在乎！”男孩儿一 回答，一 拾起一条小 扔 大海。
“ 条在乎， 条也在乎！ 有 一条、 一条、 一条……”
　　也 ， 于广 的 村社会而言，我 点滴的行 影响甚微，但 于
我 的行 能改 的 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那 我 没有
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  村文化与
教育抱持  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 于整个 村社会的 展而言，
也 我 个人的努力 究只是蚍蜉撼大 ，但也正是无数个人点滴
努力的累 ，推 着我 社会的文明与  。
　　面  村社会与 村教育， 我 学着特蕾莎修女所 的， 着
一  大的心做 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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