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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教育”：
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的新探索

文 ／ 王 谨

2014年8月18日，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永青

农村发展基金、春之谷华德福教育、北京凤凰耕读书院等机构联合共同发起

的“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针对目前中国教育存在问

题，启动了以“亲情、亲乡土、亲自然”为内容的“三亲教育”，并在山西永济蒲

韩乡村社区、河南兰考胡寨村、山西长治关头村进行试点。 经过两年的实践探

索，初步形成了独特的“三、四、五、六”的启蒙模式。 “三”就是“三亲教育”：以

亲情为根的孝道教育，以亲自然为道的开慧教育，以亲乡土为本的厚道教育。
“四”就是“四结合教育方式”：师教与家教相结合，形成“上所施，下所效”的德

育环境；学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形成仁爱礼仪的教育合作机制；课堂与自然

教育相结合，创造传道授业的开慧教育条件；乡村与城市教育相结合，实现传

统与现代对接的教育创新。 “五”是启蒙教育的“五位老师”，即天教、地教、社

教、家教、师教。 六是“六门启蒙课程”：道德养正教育、开慧启蒙教育、礼乐养

心教育、心灵手巧教育、四季自然教育、中西方经典教育。

在山西长治县的最南端，坐落着一个小村庄，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湛蓝的天空下，小山连绵起伏，到了傍晚时分，深蓝翠绿慢慢地渐变，夕阳在

云朵间出没游走，像是一幅水墨画，又染上了一层明媚的金色。 这就是长治县

南宋乡的关头村，是“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发起人之一张孝德教授的

故乡，也是项目的试点村之一，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缘起：两位教育人的乡村启蒙教育改革梦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心

中始终住着那个他嬉戏、成长的小村庄，那个有母亲亲手烹饪、散发着玉米花

的清香味道饭食的地方———关头村。 那个时候的村庄是活的，到处都是孩子，
乡村给了他最充分的滋养和最自由的天地。 然而，在进行生态文明研究的过

程中，他却发现乡村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举步维艰。 他于是用大量时

王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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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深入乡村调研，发现只有生态文明可指引乡村文明的复兴，乡村文明复兴

的短板是乡村教育，复兴乡村教育才是乡村文明复兴的关键。
在距离关头村仅仅只有五里地的地方，是八义北窑沟村，鲍喜堂出生于

此。 鲍喜堂曾任山西省首批示范高中长治县一中的校长，是国家首批“人民教

师”奖章获得者。 他始终觉得教育是关乎生命的事情，做得不好便是罪过。
2014年的春节，张孝德和鲍喜堂相遇了，真是相见恨晚。 他们在一起讨论

乡村文明、乡村的孩子、乡村的教育，异口同声地说：“必须办好乡村的学校！ ”

背景：面临失陪、失教的乡村留守儿童现状堪忧

中国自古是农耕社会，乡村发展历史最悠久、成熟度最高，以乡村为载

体、以乡村为根系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已有5000年之久，乡情、乡思、乡恋沉

淀在中华民族的血液和中华文明的基因里。 然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却让

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乡村渐行渐远、并大规模地消失，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
2010年的10年间我国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孩子们从小所受

的教育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去。 几十年来，只见一批批农家子弟离开农村，
摆脱农民身份，成了干部、军人、专家、学者、工人，变成了城里人。 以乡村为载

体、以乡村为根系的中华文明传承面临着断代、断根、断流的危机。
这样的危机，首先是文明传承断代。 去中国化的西方知识教育，是去智慧

化的应试教育，学生变成了知识的机器人，西方逻辑化的、片段式的思维肢解

了传统的中华文明，知识有了，智慧却无从寻觅。 其次是教育体系断根，去传

统化的教育体系是工具化的教育，没有道德之根。 工具化的教育会让中国人，
尤其是知识分子忘记了修齐治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操守，成为自利、自私之人。 其三是文明演化断流，去乡

土、反乡村的教育使教育从乡村撤走。 教育内容城市化，乡土文化失传；教育

资源向城市集中，乡村发展缺人。 而中华民族没有了乡村，就没有了根；乡村

没有了教育，就没有了魂。
这样的危机，直接的受害者是6000万乡村留守儿童。 古语云：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儿童时期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 可这6000万

的孩子，却因为“留守”的标签产生强烈的空落感和孤独感，没有父母监管，学

好了没人夸，学坏了无人骂。 孩子当然也就无所谓，成绩越来越下滑，生活习

惯越来越差。 有些孩子甚至怨恨父母，认为家里穷，父母没有能耐，才外出打

工，父母回家的时候也疏远父母，和父母产生情感隔膜。 张孝德教授说：这不

仅仅是6000万留守儿童个人的不幸，也是未来6000万个家庭的不幸。
这样的危机，造成乡村教育失去生机和活力。 在充满泥土甜香的农村，曾

走出无数优秀的士子，乡村的私塾里，到处是琅琅的读书声。 然而，2000-2010
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
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撤并前后， 农村学生上学平均距离从1.6公里延长至

4.0公里。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除了没有学校，
乡村学校师资缺乏、教育资源的匮乏、重视程度严重不够导致乡村教育质量

低。 逃离乡村到城市去，成了乡村孩子无奈的选择。 青壮年走了，孩子们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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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乡村怎么可能有活力！
面对面临失陪、失教的6000万乡村留守儿童、面对日渐失去活力的乡村，

让张教授和鲍校长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于是，“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
的想法提出了。 很快这一想法就得到了一批机构和人士的支持与呼应，21世

纪教育研究院、凤凰耕读书院、北京春之谷华德福教育成为培训支持机构，北

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提供了资金助力。 “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顺利落地，开始了实践和探索。

探索：志愿者与合作社成为乡村儿童启蒙教育的践行者

从项目发起之初，张教授和鲍校长就提出要办合作教育，需要整个乡村力

量的支持。 于是，项目选择了山西长治关头村、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河南兰

考胡寨村试点，在永济和兰考都有全国闻名的合作社，在关头，项目在村委和全

村父老的关注下成长。 项目运行2年来，几位女教师成为项目的实践者。
李冰是一个新疆姑娘，2014年项目一开始，她就到了关头村。 那个时候的

李冰，还是山西农业大学大三的学生，大学还没毕业的她对未来的一切还有

些迷茫，来到关头村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多久，毕竟这

里离新疆坐火车要3天时间。
在关头，李冰只有一处非常简陋的居所，而且是在村口，显得有些吵闹和

不安全，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简陋的书架，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洗澡成

了一个奢侈的愿望。 但在幼儿园，李冰承担着大量课程的教学，她和关头本村

人郭老师一起教孩子们读“三百千”；带孩子们上山感受自然的美丽；与孩子

们一起画画，做柿子丸子；教孩子们跳舞，“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全村的爷

爷奶奶表演节目。 为了让孩子们的课程更丰富，李冰只要有空，就在网上找适

合孩子的手工、童谣、晨圈、舞蹈，为了给孩子们讲偶戏故事，她和幼儿园巧手

的妈妈一起，为孩子们做了十二生肖的教具。 她是孩子们的李老师，是成长的

守望者，她拿着相机拍下每个孩子的笑脸。
苗盼和姜丽是永济项目点的老师，这是两个很漂亮的姑娘，也是两位年

轻的妈妈，在蒲韩乡村社区的幼儿园里，有苗盼和姜丽的孩子，还有合作社社

员家庭的孩子，一个农家小院，就是他们的学校和课堂。 其中的一间布置出来

做教室，有孩子们的课桌、课本、画册、手工，还有他们自己纺线织布做的挂

图。 院子里搭了秋千，是每个孩子都喜欢的娱乐设施，门口的滑坡是天然的滑

滑梯，到冬天下雪的时候，苗盼老师就像大孩子一样，带着她的小朋友们在这

滑梯上做游戏。
兰考试点是3个项目点中孩子最多的一个，在胡寨哥哥幼儿习乐中心成立

之前，胡寨村有留守儿童200余名，其中学龄前儿童占了近1/3。 可是胡寨及周围

几个村子都没有幼儿园，幼儿大多由年迈的爷爷奶奶带，为了解决幼儿上学难

这一问题，胡寨合作社于2012年8月创办了幼儿习乐中心。 同时为了解决上学

贵的问题，合作社从营业收入中抽出利润支持幼儿习乐中心的运作，让社员的

幼儿免费就能上学，非社员户的幼儿也仅收取每学期300元的学费。 到了2015
年下半年，在园学习幼儿人数120人，其中合作社社员家幼儿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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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寨哥哥幼儿习乐中给家长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孩子上学的时间爷爷奶

奶就可以去地里干农活，在外务工的年轻爸爸妈妈通过家长微信群的视频、照

片可以关注孩子的成长。 现在的胡寨哥哥幼儿习乐中心有4名老师，她们都已

经做了母亲，有两个还是3个孩子的妈妈。 她们说：“其实，我也可以到城市去，
在那里我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我的孩子还在村里，我想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

除了这几位一线的践行者之外， 项目还有很多的支持者和默默耕耘的

人。 蒲韩社区理事长郑冰、胡寨哥哥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关头村副村长魏伟

不仅关注3个幼儿园的办学状况，也为项目跑前跑后。 项目总干事张世霞是北

京城市学院的教师， 她自己专注于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及社区发展的领域，
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到项目当中，处理项目大大小小各项事务。 志愿者方媛是

长治学院的本科生，也是项目的开心果，她在完成毕业论文和考研的压力下

抽出时间来，为项目服务，和老师交流；志愿者王瑾是研究生，作为古代文学

专业的学生，在项目的学习可以让她对传统经典有更好的理解，在项目组的

培训中，她与大家一起分享《诗经》之美、欣赏诗歌的方法以及中华儿女血脉

里的文化基因；山西农业大学的学生志愿者自愿跟进项目组的培训以及夏令

营，为项目组做了大量工作……。 一批教授级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了项目中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郑伟在项目担任培训师，讲授儿童自然教育；长治

学院历史系主任卫崇文为项目老师讲述传统文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谭英从

自愿、自费参加培训开始，也加入到传统文化培训中来；在项目组的培训中，
先后邀请到十多位各个领域的专家。 长治学院金山老师不仅图文并茂地为老

师们讲解如何做植物观察，还带领大家上山亲身观察和体验；太行乡土作家

刘红庆先生教老师们如何理解和创作乡土音乐与教育；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园

长张秋萍女士从传统文化角度讲解如何进行儿童食育，养育健康儿童。
此外，作为项目资助方，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不只是单纯的资金支

持，负责此项目的副秘书长陈东梅女士从项目启动到每一次的项目培训与会

议，都全程参与，并且从观察者的角度和参与者的角度为项目的管理和教育

教学的环节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

“三亲教育”：乡村传统蒙学教育播下中华文明的种子

项目启动的目地是通过乡村儿童启蒙教育， 让乡村留守儿童幸福成长。
一是推动回归自然、回归礼乐教化的乡村儿童启蒙教育；二是让乡村启蒙教

育成为乡村与城市连接之桥。 项目不断探索乡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特殊性，提

出“三亲”教育理念：以亲情为根的孝道教育，以亲自然为道的开慧教育，以亲

乡土为本的厚德教育。 在学龄前的这段时期，培养儿童孝道、感恩之心，帮助

孩子扎下做人之根；培养儿童好奇之心，开发全脑智慧；培养儿童仁爱之心，
种下爱家爱乡爱国的种子。

（一）做到四个结合，学习五个教师，形成六大课程

在“三亲”理念的指导下，项目不仅讲师教，还讲天教、地教、社教和家教。
天、地、君、亲、师是我们的“五老师”。 教育不再是老师的独角戏，希望进行“四

个结合”：将师教与家教相结合，形成“上所施，下所效”的德育环境；学校与社

区教育相结合，形成仁爱礼仪的教育合作机制；课堂与自然教育相结合，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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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授业的开慧教育条件；乡村与城市教育相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对接的

教育创新。 而老师要“弗语”，不是成为说教者，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而应循循

善诱，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干预，不插手，行不言之教。 很多情况下，项目老师只

是把孩子带到田野上，带到土地当中去，或者只给画本、画笔，让孩子自由的

创作和发挥。 鲍校长说：我们要让小草长成小草，让大树长成大树。 项目运行

两年来，项目组开发了经典启蒙、行为养正、礼乐养心、自然开慧、心灵手巧、
乡音乡土等几大类课程。

在长治试点，首先是课堂氛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项目开始之前，关头

村幼儿园的教学还是照本宣科，课堂气氛死板单调。 而今，不大的小院里种满

了孩子们亲手培植的西红柿、黄瓜、葫芦、豆角、丝瓜等蔬菜，孩子们每天亲自

浇水，除草；课堂上，他们已经完成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笠翁对韵》等蒙学经典的诵读和指读，在不知不觉间认识了很多汉字，家长

说当他们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孩子完全可以根据字幕把台词都读出来。 每

年的“六一”儿童节，关头村都是老少齐聚共度“六一”。 2016年的“六一”，孩子

们亲手为村里的老人制作了节日邀请函， 并走了近2个小时的山路一张张送

到老人手上，在整个路途中，孩子们进门请老师先进，上坡请老师先上，感动

之余，老师只能告诉孩子们：“我要在旁边保护你们，你们先走。 ”2016年的元

宵节，也是关头村老少齐聚的日子，全村男女老少聚在村委大院包饺子，拌馅

儿、擀面片，女人包男人煮，当媳妇们把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端到长辈们面前

时，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 这全村老少一起吃的热气腾腾的饺子日后回忆起

来就是那守得住的乡愁。
（二）实现亲情、亲乡土和亲自然的“三亲”根性教育

在“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的幼儿园里，孩子一天的生活从感恩礼

开始，早晨一入园，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向孔子像行感恩礼，感恩天地国家，感

恩祖宗父母，感恩天下老师和古今圣贤。 别看孩子们最大的也只有6岁，最小

的不足3岁，但礼行得有模有样，见了老师，会主动问好。 行过感恩礼之后，老

师或者带着孩子们去做晨圈，或者到大自然中去走一走。
“三亲”理念中排在首位的是亲情，项目希望以中华民族传统蒙学经典如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开慧启蒙，在幼儿心中埋下孝、仁、
义的种子。 张教授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对的，家庭式的私塾教育正是

5000年文明传承的秘密所在，所以要让孩子们读经。 在鲍校长的带领下，经过

项目组全体人员的不断试验和共同探索，经典读够100遍，孩子们就可以进行

背诵了；幼儿在3-6岁这个时间段里，通过读经，可以习得400多个汉字，进入

小学之后，已完全有能力自己读书。 而且，通过这些启蒙读本的学习，孩子们

不仅可以识字，还可以了解许多自然、历史、文化的内容。 可能现在，孩子们不

能完全理解这些内容，但至少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
“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 的读经， 绝不仅仅是摇头晃脑读或者背

诵，读经的同时，老师会根据教学的内容，尤其是《弟子规》，对儿童进行行为

养正，项目开发了行为养正课。 老师们会给孩子们讲解《弟子规》每一句话的

意思，解释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纠正孩子平时表现出的不礼貌、不规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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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平时，也利用《弟子规》的内容，纠正孩子们的行为，巩固课程所学，培养良

好的行为习惯。
张孝德教授认为，对儿童来讲尤其是乡村儿童，最重要的老师首先是母

亲；第二是大自然，大自然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智慧，孔子讲天理，老子讲地理，
都是在将大自然的道变成人的德性，自然是最开慧的母亲。 现在的生活比过

去好了很多，想要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可是孩子完全不知道东西都是哪里来

的，乡村儿童怎么能不亲近自然和土地呢？ 所以，项目提倡亲自然，根据四季

节律的变化安排教学，使儿童充分感知自然、认识自然，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

和能量。
每一个节气，项目组的老师都根据时令的不同和传统的习俗开发了相应

的课程，项目的精品课程有冬至的九九消寒图，每个项目点都会做出自己的

消寒图。 2015年冬至的关头村幼儿园，李冰老师带领孩子们利用在山里找到

的一根带有9颗果实的野草枝，让每个孩子构思、剪出9瓣花花型并固定在自

己的果实上面，从冬至开始的那一天开始，每日为一片花瓣涂色，一朵花为9
天一周期。 红色代表晴天、蓝色代表阴天、绿色代表雪花、黄色代表雾、橙色代

表风。 冬至过后，是一年中最为严寒的时候，阳光步步后退，寒冷步步逼近，只

想缩手缩脚躲在被窝里，孩子们也不想起床去上幼儿园，而项目的老师却带

着孩子们以这样优雅的方式化解严寒，不急不躁，每天慢慢染一片花瓣，与九

九八十一次寒流斡旋对抗，等待冰雪消融。 等到81片花瓣染好，外面已春深似

海。 原来，春天，是可以用一支笔迎来的。
几乎从项目运营一开始，项目组的老师们就把当地民谚、童谣的收集作

为工作的一个部分，也是乡音保存的职责所在，教学过程中丝毫不排斥方言。
鲍校长说，乡音就是本地的《诗经》，是无墨之画，无弦之音。 童谣是儿童和老

人沟通最好的渠道，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童年，也唤醒了老人的童年。 永济项

目点的姜丽和苗盼这两位妈妈利用之前工作经历中得到的一些经验，从乡间

收集了不少当地的民谚和童谣，她们先是自己找老人去学，然后记录成文字，
最后再教给孩子们。 在目前形成的器物库当中，类似于“出南门走六步，看见

六叔和六舅，好六叔好六舅，借我六斗六升好绿豆，收了秋打了豆，再还六叔

六舅六斗六升好绿豆”等很多童谣都是她们在乡间地头采集到的。 现在，永济

项目点已有了自己的乡音小分队，孩子们可以模仿乡土的叫卖声，也可以表

演当地的童谣，声音出来的时候，方言的味道非常浓，不熟悉当地语言的可能

很难辨认是哪个字，但好听的乡味儿将会成为孩子童年独特的记忆。
项目自2014年8月18日启动至今，已在北京、关头、永济、兰考进行过十三

期师资培训，每次的培训都是一次头脑风暴。 经过不断的教学和探索，形成了

六步培训法，一是以专题讲座输入知识、启迪智慧；二是以外部培训借脑开

智、兼收并蓄；三是以参与式讨论互动交流，激活内力；四是以案例讨论面对

问题、总结经验；五是以观摩分享相互借鉴、活学活用；六是滚动制定方案并

持续改进。

收获：老师、孩子、家长、项目、乡村的共同成长

项目运行两年多来，孩子们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改变，挑食的少了，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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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了，看电视的少了；读书的多了，主动跟长辈问好的多了，给妈妈捶背洗

脚的多了。 永济试点每天中午都有家长给孩子们做饭，老师会跟家长交流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们也一起帮家长剥蒜甚至切菜，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吃

得香极了，不仅不挑食，还懂得“长者先，幼者后”，请父母老师先吃，不浪费食

物，不剩饭，还会自己刷碗。
国家教育部前师范司司长管培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都曾由衷地表示：“有村的地方一定要有学校。 ”村落中的学校不单是教育的

中心，更是一个村庄的灵魂所在，因为有孩子的地方才有根基，有孩子的地方

才有灵气和希望。 “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 也给村庄带来了显著的改

变，孩子们留在了村庄里读书，给村庄留住了生机和活力；老师们在教学的同

时，也通过家长学校、传统文化讲座、小手拉大手等多种方式给家长和村民带

来影响，村里打麻将少了，夫妻吵架的少了，邻里关系、夫妻关系更加和谐和

融洽。 兰考项目点的一位老师说：自己既是妈妈，也是女儿和儿媳妇，之前总

觉得自己工作忙，没时间回家，现在一到周末，就一天到公婆家，一天到自己

父母家，平时也常常打电话关心父母的生活和身体。 他们特意带着孩子们到

社区去给老人洗脚，他们身边的人也更加懂得孝顺父母，照顾老人。
两年来，项目的运行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

注项目的前景和发展，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合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王黎明先生认为，“该项目以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为中央关于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传统的决策提供了民意基础。 ”中央党校文史部刘忱教授认为本项

目认为，“项目理念超前，富有创新性及可持续性，项目实践性强，可落地，可

操作。 试点工作推进有步骤，有方法，接地气。 是一项能够激发乡村活力，传承

中华文明，开发幼儿全脑智慧，有志于创新‘立于礼，成于乐，源于人性，符合

人道的中国式乡村儿童教育’新模式，值得总结经验和推广”。 民办教育联盟

发起人陈冬寒老师感叹道：“仅用两年时间理论、体系的成熟度是非常了不起

的。 教师的精气神和真挚是感人的，教育的成果十分值得肯定”。 中国青年报

社李新玲记者认为项目有以下几点可贵之处： 一是没有单纯模仿城市幼儿

园，而是充分利用乡村资源，不仅是课程，包括玩具、教具，就地取材，让教育

环境与方式非常自然；二是传统经典教育与华德福相结合，传统与现在、城市

与乡村教育结合；三是教师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与持续、系统的培

训有关，也与来自本土有关，师情、亲情共存，而且工作稳定；四是做好乡村幼

儿教育是在改变乡村空心化的有益实验，让家长和孩子喜欢，相信身边的教

育，让乡村留住孩子。
越来越多关心和正实践在儿童教育事业当中的老师也在和项目进行分

享和学习，家长们也越来越肯定孩子们的表现和老师们的付出。 现在，鲍校长

亲身实践，在长治县城开设了若水私塾，并不断进行城乡的互动和交流，周边

县区和县城的家长也到关头村幼儿园进行考察， 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学习；永

济将开设40多个私塾，帮助孩子完成学龄前阶段的学习并举办夏令营与孩子

们分享耕织的乐趣。
（责任编辑：曾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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