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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创新 开拓建构
——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评介
王胜鹏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 乌江流域

教育功能来研究民族教育的发展问题。 因此， 面对

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 千

这些问题，

百年来， 苗族、 土家族、 彝族、 布依族、 仡佬族、

究》 一书就试图从教育公平和民族教育功能视角来

侗族、 水族等少数民族及其先民在乌江流域这片

审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教育发展问题， 这不仅从理

土地上繁衍生息， 辛勤劳动， 创造了璀璨的人类

论上丰富并发展了我国民族教育理论， 建构了民族

文明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乌江流域经济社会获

教育公平体系， 弥补了民族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发

得了较快发展， 各族人民的社会生产、 生活水平

展研究之不足， 而且也从实践角度初步建构和总结

都有了较大提高，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但不可否

了我国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发展的调查研究的一般

认， 乌江流域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模式和基本经验。 可以认为， 该著作填补了我国乌

的民族地区之一， 尤其是民族教育发展落后， 教

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研究的薄弱环节， 具有较

育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

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

基于此， 长江师范学院彭寿清教授等推出的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是

新 作 《教 育 公 平 与 乌 江 流 域 民 族 教 育 发 展 研 究 》
就是一部深入探讨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的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教 育 公 平 与 乌 江 流
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的 最 终 成 果 ， 2011 年 9 月

最新成果。 该著作针对乌江流域特殊的历史背景、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分六章， 主要包括

地理环境、 社会经济现状和文化差异等实际情况，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述评、 乌江

采用跨民族、 跨省市、 全流域的研究方法和多学

流域自然与人文生态、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简

科视角， 结合乌江流域的特殊性和民族教育发展

史、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典型个案、 乌江流域民

的现实境遇， 不仅从供给与需求、 传统与现代、

族教育公平发展的问题分析以及乌江流域民族教育

结构与功能、 权力与责任等四个维度建构了民族

公平发展的策略探讨等内容， 外加导言和附录， 约

教育公平理论， 而且还提出了推动乌江流域民族

31 万字。 作者以洗练的笔墨、 流畅 的 语 言 ， 对 乌

教育公平发展的实际应对措施。 可以说， 该著作

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地

不仅是回应当下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需要， 而

调查与研究。 拜读之后， 获益匪浅， 启迪良多。 笔

且更是应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的现实需

者认为， 该著作具有四大亮点：

要， 还是乌江流域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

第一， 从研究方法来看， “求真务实” 的深入
调查和研究是该著作的第一大亮点。

实际上，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研究肇始于民国

在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时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近十年来， 乌江流域民

一书调查与研究过程中， 作者秉持 “求真务实” 的

族地区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学术态度， “理论—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

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著作和论文。 但是，

的研究思路， 深入开展实地田野调查， 切身感受和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研究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体验到了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的真实状态。

是有关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的针对性不强；

由于乌江流域地域广阔和民族交错杂居的现实， 作

二是教育公平问题重视不够； 三是没能紧扣民族

者重点选择了乌江流域五个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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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域进行实地田野调查， 通过实地观察、 开座谈会等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教育发展调查”、

手段， 全面了解和把握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民众的社

语教学’ 路漫漫： 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双语教学实

会生产、 生活面貌，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田野调查

地调查” 以及 “在困境中前行：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材料。 对于具体个案的选择， 作者不仅兼顾了不同

自治县民族教育发展调查”。 在这些个案中， 乌江

民族的分布和不同行政区划辖属的现实状况， 而且

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的 “务川现象” 揭示了乌江流域

还兼顾到了乌江流域不同语族民族经济与教育发展

“留守儿童”、

多层次、 不平衡的实际。 因此， 可以认为，

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当前阻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

“求真

务实” 是该著作最大的亮点之一。
第二， 从研究内容来看， 创新性是该书在主要
观点和对策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二大亮点。

“留守家庭”、

“留守老人” 等社会

础教育发展、 影响年轻下一代成长的重要制约因
素； 湖北恩施三岔乡茅坝小学个案介绍了那些处在
大山深处农村学校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大量现实问

在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进行求真务实

题， 如师资队伍素质不能满足学校教育的基本需

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作者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

要、 教学设施简陋、 教学楼安全隐患多、 教师无办

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出了极富创新性的对策

公和休息场所、 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劣以及家庭

和具体建议： 一是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有明显的

贫困与父母外出打工对学生学习带来的不良影响

特殊性， 民族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形式多样， 在解决

等；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教育发展个案考察

公平问题时需进行系统的思考； 二是民族教育资源

乌江流域土家族地区 “民族文化进课堂” 的具体情

主要体现在 “总量” 太小， 应该加大对整个地区的

况和实践经验， 真实再现了乌江流域民族文化进课

投入， 在增加 “总量” 上下功夫， 同时充分运用边

堂所带来的震撼和无穷魅力； 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

际效益原理， 把教育投入用在 “刀刃” 上； 三是在

双语教学个案总结了乌江流域苗族聚居区苗文教学

投入总量不足的情况下， 应该压缩行政管理人员，

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积累的双语教学经验； 威宁彝

使教育投入尽可能地用在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上；

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教育发展个案则指出了乌江

四是建立乌江流域民族教育 “特区”， 在不违背教

流域彝族回族与苗族自治地区民族教育中所面临的

育规律的前提下， 允许先行先试， 在评价制度、 招

一些现实问题。 可以说， 这些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

生制度、 人才培养制度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五是

性， 材料新颖， 真实反映并揭示了乌江流域民族教

转变 “双语教育” 功能， 把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

育公平发展的现实图景， 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重要

承、 文化旅游开发等结合起来， 大力培养高水平的

的学术价值。

双语教师， 延长双语教学时间， 提高双语教学的针

第四， 从理论建构层面来说， 该书还首次从学

对性和实效性。 在此基础上， 作者还提出四点发展

术理论层面初步建构了我国民族教育公平理论的多

策略： 创新教育理念、 健全体制机制、 优化资源配

维角度和基本架构， 这是第四大亮点。

置和强化执行落实， 并强调 “需要从理念、 观念、

在理论层面， 作者初步建构了我国民族教育公

制度等方面进行务实的创新”。 这是该书的第二大

平理论的基本架构和基本内容， 总结并归纳了我国

亮点。

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发展的调查研究的基本模式与

第三， 从具体研究对象来说， 众多典型个案的

一般经验。 作者认为， “教育公平” 包含着价值判

选择和深度调查与文本描写， 这是该著作的第三大

断和价值选择的成分， 是综合教育各种内部和外部

亮点。

因素， 对教育进行一种现实状况判断， 并按一定的

选择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

公平原则进行教育策略选择。 因此， 对乌江流域民

的民族教育发展个案并进行长时段、 大规模的调查

族教育公平的认识不能拘泥于当前一般的教育公平

研究， 并对这些个案进行深描进而形成富有地域和

理论， 应结合乌江流域的特殊性和民族教育发展的

民族特色的民族教育个案文本， 这是该书的第三大

现实境遇。 民族教育又不同于普通教育， 民族教育

亮点。 作者主要选择了五个个案， 主要包括 “用教

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民族教育的公平不仅包含受教

育托起明天的太阳：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的 ‘务

育权利的平等、 教育机会的均等、 教育资源的公平

川现象’”、

配置， 更需从民族学、 文化学的角度分析。 基于

“被边缘化的城市边缘学校： 湖北省恩

施 市 三 岔 乡 茅 坝 小 学 调 查 ”、

“民 族 文 化 进 课 堂 ：

此， 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的理解， 作者从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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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 传统与现代、 结构与功能、 权利与责任等

还包括忽视民族教育特有规律， 民族性严重丧失等

四个维度建构了民族教育公平理论。 所谓传统与现

等。 基于此， 作者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

代是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入分析： 狭隘教育观念、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

题； 供给与需求是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中必

衡、 教育体制的不健全以及乌江流域特殊的历史背

须解决的前提条件； 结构与功能的有机协调是乌江

景。 通过分析和探讨， 作者还提出了解决乌江流域

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的最终表现； 权力与责任的

教育公平发展的具体对策与建议： 创新教育理念、

合理平衡是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的有力保

增加教育投入、 完善教育管理制度、 明确教育公平

障。 可以认为， 该书首次建构起来的民族教育公平

发展的制度设计路径以及进一步强化执行落实等。

理论是对学术理论的重要贡献， 这也是一大特色和

可见， 作者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深入研究， 将有利于

亮点。

推动乌江流域民族教育的事实上的公平发展。

除以上四大亮点外， 笔者认为， 该著作耗费并

第三， 该著作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实

凝聚了作者的大量精力和心血， 不仅具有极强的学

地调查与研究， 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乌江流

术价值， 而且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

第一， 该著作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进

和谐。

行深入调查与研究， 不仅有利于推动乌江流域民族

乌江流域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 既不同于西

教育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地区

藏、 新疆等民族地区， 又不同于北京、 上海、 吉

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林、 辽宁等地， 是集 “汉化” 严重、 文化多元、 经

教育政策是政府调控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政

济欠发达、 资源丰富于一体的多民族、 大杂居、 小

府主管部门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聚居的民族地区。 因此， 作者认为， 现阶段乌江流

对维护教育的公平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该书

域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发展， 具体体现在少数民族和

明确指出了政府在民族教育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重

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上。 加快经济

要 角 色 ， 认 为 政 府 是 实 现 教 育 公 平 的 “第 一 责 任

社会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实现各民族共同繁

人”。 在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时， 各级政府应将教育

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

公平作为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 首

一致要求。 通过解决乌江流域民族教育所面临的问

先， 要考虑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在发展中与其他地区

题， 将有效激活生活在乌江流域各族民众的教育意

存在的现实差距， 采用差距对待的原则； 其次， 教

识、 经济意识、 科技意识和充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育决策中应由过去的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 教育

的意识， 这都将有效推动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大团

政策的出台应体现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 第三，

结， 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有效促进乌江流域民族地

应坚持民族教育多层次、 多形式的教育理念， 建立

区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开放、 多元的教育体制和灵活的学制； 最后，

总之， 笔者认为，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

不能忽略民族教育的民族性特点， 政策制定者不能

教育发展研究》 是一部研究我国乌江流域民族教育

脱离民族教育的特性来制定教育政策。 可见， 该著

公平发展的高质量著作， “求实、 创新、 开拓、 建

作中的观点不仅对当前乌江流域民族教育政策的制

构” 特点鲜明， 行文畅达， 立论充分， 分析得体，

定与完善具有重要价值， 而且对于我国其他民族地

观点明确。 可以认为， 该书的出版发行， 不仅对建

区民族教育政策的完善和修订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构我国民族教育公平体系和反思民族教育理论都具

第二， 该著作对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平发展实

有重要理论价值， 而且对推动乌江流域民族教育公

地调查与研究， 有利于推动乌江流域民族教育的公

平发展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都具有重

平发展和不断进步， 真正实现我国民族教育的公平

要现实意义。

发展。
作者认为， 乌江流域民族教育的不公平不仅包
括各类教育供给与需求不足， 供需矛盾尖锐， 而且

（王胜鹏， 男， 山东淮坊人， 华中师范大学博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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