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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学

熊妹玲租的房子

广元大山里广元大山里““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火了之后的学校火了之后
他们不远千里送娃入读他们不远千里送娃入读

改变：
真的发生了吗？

历经各种艰难做出的选择，有收
获吗？孩子是否真的有变化？“变化
很大。”戴丽兰的回答很肯定。
“他会表达爱了，以前非要买的东

西，也不再闹着买了，慢慢懂了分享
和感恩，他会说妈妈你辛苦了，谢谢
妈妈。”戴丽兰说。

戴丽兰回忆，当初儿子刚到范
家小学时，并不愿意跟这些村里孩
子待在一起，不跟他们讲话，上课铃
响了也不进教室。“但校长和老师都
没有硬着让他进教室，而是让他按
照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让他去玩，老
师只是做好安全保护。结果慢慢地，
他自己就加入到了小朋友们中，然
后进了教室。”戴丽兰说。

戴丽兰说，儿子之前在成都的
时候，对花钱没有概念，“反正别人
有我就要有，他的玩具，屋子里都堆
满了。而在这边，家里就那么几个玩
具，他也玩得很开心。他跟他的小伙
伴一起，一个滑板车也能玩很久。”

“儿子在城市，条件太过优越其
实不是好事。我就是要他来体验这里

的农村生活。”戴丽兰说。但同时，她
也强调，这跟常规的“吃苦教育”不
同，“我觉得他们学校环境很好，不
存在吃苦，反而能把习惯锻炼好。”

感受到变化的还有熊妹玲。她
这样形容大儿子，“突然像变了一
个人。”“他会帮我做家务，拿着绘
本给弟弟讲故事，开朗了很多。”而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结石发
作，放假在家的儿子说出了一个她
都不知道的方子，“妈妈你结石疼
可以喝点金钱草啊。”

这，是儿子在学校的一次户外
植物课堂学到的。在儿子的描述
中，那次课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同
学们不仅要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
还要在画本上画出它的样子，详细
认识它的功效。“而这样的课堂，在
城市里是很难得的。”熊妹玲说。

而在村子陪读的一个多月里，
4岁的小儿子也有了变化。按照熊
妹玲的说法，小儿子原本是一个性
格很内向的孩子，此前，除了熟悉
的家里人，面对其他人的问话，基
本只有点头和摇头两个动作。“但
现在他不这样了。”

熊妹玲认为，这些变化正是范
家小学带来的。

问题：
孩子眼界受限？

不过，这种变化对于张亚文和高丽
霞来讲，暂时还无法看到。但张亚文也
提到，“至少在这里孩子是想去上学的，
一讲起学校的事就很兴奋，不像之前说
到学校，总是垂头丧气的。”

在张亚文送孩子来范家小学时，
曾有过担心：“学校再好，毕竟在山村
里，老师的眼界，会直接影响学校的视
野和孩子的眼界。”对这个问题，张平
原似乎有他的解决方式。过去大半年
里，他到多个城市参加各类教育论坛，
并通过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了解到多个
国外的教育实践样本。目前，他已开始
着手在部分年级进行新的改革尝试。

“以儿童为中心。”从比拼教师能力，
由老师决定教什么，孩子学什么，转变为
辅助者的角色，“考虑孩子的需求，想学什
么，对什么感兴趣。”张平原畅想，“这样就
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当一个
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他想学想做，未来
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住他吗？”

张平原也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熊妹
玲听，“你的孩子会变得更好。”

未来，会怎么样呢？

理念之争
亲人：“你们咋越混越差了”

除了生活的变化，选择乡村教
育，还要面对身边人的不解甚至质疑。

来到苟村一个多月，熊妹玲仍会
接到家里亲戚的电话，“前两天姑姑
还打电话问我到底咋想的，好好的工
作不做，城里的学校也不上了，要待
在‘乡坝’里。”熊妹玲的回复很简单，

“你们有时间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反对最激烈的是戴丽兰的公公。

公公此前一直生活在广元剑阁的一
个偏远乡村。多年来，他将三个儿子
都送出了村，并在各自的城市有了事
业。听到儿媳把孙儿带到了一所农村
小学，公公当时就表达了强烈不满。

“在农村，讲的就是要跃出‘农门’，只
有混得差的人才往回走。”

有一次，公公甚至发了火：“好
不容易把带泥土的鞋脱了，你又给
他穿上。你们咋混成这样了，越混越
差！”戴丽兰不甘示弱：“送孩子到农
村跟钱无关，如果他适应城里的环
境，一年20万我也会供，但如果不适
应就没办法。”戴丽兰最终还是坚持
自己的想法。

张亚文也一度面临这样的理念
之争。她讲到了与丈夫之间的一场

“辩论”。在丈夫看来，孩子上学的目
的就是为了能有好的成绩，考上好

的大学，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拥有
一份好的工作和未来，而在张亚文
看来，“只要她快乐成长，有一个好
的‘土壤’做底子，将来做什么应该
都不会差。”

融入之困
家长：适应环境，语言成“拦路虎”

而在苟村，城市与乡村的冲突
也确实存在。

58 岁的沈阳人高丽霞和外孙
女租住在苟村村口的一个农家乐
里，租金每月300元。说是农家乐，
但其实更像一座山区普通的土墙
房。房间内，高丽霞把两张原有的
单人床拼在一起，靠着窗户。房间
没有厕所，她们要与房东共用一
个厕所。

乡村生活对这个城里人来讲，
需要不短的融入时间。语言是最大
的问题。高丽霞用东北话夹杂着几
句四川话说，“成都那边说不知道
叫‘不晓得’，但他们这里说的却是

‘晓不得’，去玩说的是‘去耍’。”很
多时候，房东邀请她一起吃饭，高
丽霞都回绝了，“主要就是不懂他
们说啥。”

这也是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外
孙女要面对的。在这个 12 人的班
级里，10个孩子都是当地人，“讲普
通话的只有她和另一个孩子。”

盛名之下
校长：“转来的娃给了我们压力”

这些家长的到来，也给学校造成
了一定压力。对张平原来说，学校的出
名，更像是一场被动的意外。

张平原提到，范家小学办学的初
衷，一方面是为了给本地孩子提供上
学的便利，另一方面是乡村人口外移，
学生人数下降，学校面临着消亡。所
以，才不得不进行这场教育实践。但这
些留守的农村孩子又难以与城市学校
的孩子单纯地比拼成绩。于是，学校把
办学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为孩子创造
一个快乐的环境上。

“办学之前就没有想过会出名。”
张平原说。出名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络绎不绝的拜访者，“但他们仅仅是来

‘看’，又能‘看’出什么呢？”最后，张平
原谢绝了大部分来校考察要求，这其
中甚至包括某地教育局组织的一些校
长团。

新学年，学校的人数有了较大增
长，其中就包括像熊妹玲、戴丽兰一样
远道而来的外来者。张平原对此看得
很清楚，这会带来不小的压力。

“他们的到来，应该成为对我们办
学能力的一种促进，我们要清楚，我们
有没有底，去接受这些孩子和家长。”张
平原直言，“转来的娃娃给了我们压力，
不追求更好，就会对不起人家的孩子。”

“高额学费，
为何买来束缚？”

她跨越300公里送儿子读村小

一个多月前，戴丽兰带着5岁的
儿子，从300公里外的成都市区，来到
了苟村，以每月200元的价格，租下了
一间农家屋，陪伴孩子上学。农家屋
距离儿子就读的范家小学仅300米。

送儿子来农村上学，缘于一场演
讲。2018年最后一天，罗振宇在他长
达4个小时的跨年演讲里，讲到了范
家小学的故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所有最先锋的教育理念，在这所
山区小学都能看到。教育回到了初始
目的——育人。范家小学一夜间火
了。到访者不绝，校长的电话不断。

这原本是一个面临消亡的山村小
学。校长张平原在这里做了大胆的尝试：
他们不再只追求成绩，将课堂融入乡村
的自然之中，尊重孩子个性，把“玩”当成
了一项课程。他希望，这里的孩子能够在
学习的同时，拥有快乐的童年。

从听说范家小学的故事到决定让
孩子入读，戴丽兰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

这之前，儿子蒲京在成都一所知
名的私立幼儿园上学，那里学费不
菲，环境和配套设施在整个成都也处
于前列。但戴丽兰觉得，孩子被学校
束缚住了，“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
规规矩矩地进行。”

此外，“在那里上学的孩子，尽管
年纪小，但互相之间的攀比心也开始
逐渐出现。”这让戴丽兰感到别扭，

“他总是在‘索要’，要这个要那个，因
为其他小朋友也有。”

戴丽兰希望改变这样的状态，
2019 年春节后，她选择让儿子远离
父母，寄宿在范家小学和农户家中，
向儿子许愿，如果表现好，一学期后
过来陪他一起上学。

与戴丽兰几乎同时，家住遂宁的
熊妹玲也将大儿子送到了范家小学。
那之前，大儿子在遂宁市区一所公办
小学上一年级。但熊妹玲发现，除了
作业外，儿子常常无所事事，“他不知
道要干嘛，也不知道可以怎么玩，看
不到童年该有的快乐。”这时，她得知
了范家小学的消息。春节后，她决定
把儿子送到这里试一试。

9 月，新学年开始，戴丽兰兑现

了对孩子的承诺，熊妹玲也从遂宁来
到当地。两人很凑巧地租到了同一栋
农家房内，成了门对门的邻居。

“高分重要，
还是快乐重要？”

她辗转上海、郑州来到苟村

新学年，与戴丽兰、熊妹玲一样来
到范家小学的，还有沈阳家长高丽霞，以
及辗转上海、郑州而来的家长张亚文。张
平原介绍，新学年学校人数有较大增长，
其中有较大部分来自非招生区域。

张亚文可能是到此的这群城市
家长中经历最为“曲折”的一个。这些
年来，张亚文一路带着女儿，从上海
的学校，到郑州，再到社区自办学堂，
最后来到了范家小学。

张亚文身上，曾有着当下中国众
多家长的影子：她拼命工作，带孩子
挤进一所竞争激烈的“优质”学校，送
孩子上各类补习班，忙着加班，也忙
着给孩子辅导功课。

此前，她在上海一家贸易公司上
班，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大女儿
在上海从幼儿园上到了三年级。期
间，他们还迎来了小女儿。这一切都
曾让不少人为之羡慕。

但张亚文渐渐觉得好像哪里不
太对。“每天送她上学，就觉得她很烦
躁，接她时，也是垂头丧气的状态，很
明显，她并不喜欢学校。”

“到底考出高分重要，还是培养
一个有快乐、有爱好的人重要呢？”张
亚文问自己。

2017年，三年级结束，张亚文将女
儿带回了老家郑州。与此同时，张亚文
开始关注教育领域，阅读教育相关文
章，了解身边的创新学校，参加教育论
坛。后来，范家小学走进了她的视野。
那是在一次教育创新论坛上，张平原
作为嘉宾进行了演讲，她也在之后查
询了大量关于范家小学的资料和报
道，她觉得，这里正是她和孩子理想的
学校。“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尊重孩子
的个性，注重孩子的当下，而不是未来
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9年8月8日，她带着11岁的大
女儿和6岁的小女儿，一路来到了范家
小学。“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这里，成片
的稻田荷塘，空气清新。”兜兜转转，母
女三人最后留在了这里。

9月的苟村，稻子金黄，荷塘翠绿，灰色的水泥路蜿蜒着伸
向远方。一个多月前，一群城市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了这个位于
四川广元的山村。在乡村人口外移，众多孩子奔向城市的情况
下，他们却不顾家人反对，长途跋涉来到乡村，将孩子送入了一
所村小。他们在村子里租下房子，陪伴孩子上学。

这所村小——范家小学，也有来头。脱口秀节目《罗辑思
维》创立者罗振宇的一场演讲，让它火了一把。经济学家、北京
大学汇丰商学院何帆这样评价：中国教育理念最先进的学校，
是四川大山深处的这所农村寄宿小学。

这次家长们的教育选择，这场跨越城乡的教育实践，将擦
出怎样的“火花”？

选择/成都成都//上海上海//苟村苟村

碰撞/观念观念//文化文化//教学教学

展望/ 变化变化//问题问题//期待期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城里孩子
遭遇遭遇
农村环境：

入读村小，
改变是否真的发生

？

驻村陪读记驻村陪读记
城里家长

上户外课的学生们

几位家长交流

先锋理念
遭遇遭遇
传统观念：

选择回农村，
是“开倒车”吗

？
教育实践
遭遇遭遇
现实难题：

农村环境，
是否局限孩子眼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