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7 月 12 日，在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17 新乡村校长论
坛”上，20 位来自全国 13 个省区市的乡村校长，作为首届“马
云乡村校长计划” 的获奖者， 站在了聚光灯下接受鲜花和掌
声。 此外，他们每个人还会得到马云公益基金会 50 万元的资
助。

为什么是他们， 马云公益基金会又为什么要这样重奖乡
村校长？

“校长的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决定学校的教育文化，校长
的管理能力决定学校的教学成效， 而校长的领导力决定学校
的氛围和活力。 一个优秀的校长至少影响一百个老师，一个优
秀的老师一辈子至少影响五百个学生。 ”马云强调。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首届“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颁奖

乡村校长缘何获得 50 万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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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罗承业”的乡间执守

罗承业，个头不高，皮肤稍
黑。 可能是获奖的激动，抑或是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让
这位今年 38 岁的彝族汉子显得
有些许紧张。 入选首届“马云乡
村校长计划”并最终获奖，是罗
承业从来没有想过的。

“刚才上台时，看到台下那
么多人注视， 那一刻内心的感
受，是无法形容的，但很满足。 ”
2017 年 7 月 12 日，2017 新乡村
校长论坛的活动现场，罗承业以
首届“马云乡村校长计划”获奖
者的身份参加。

罗承业是四川省喜德县李
子乡爱心小学的校长，他一路走
来并不容易。

罗承业上小学时母亲去世，
上初一时父亲去世，他与两个哥
哥仅靠着每月 70 元的教师子女
补助费生活。 罗承业考上中专
后，两个哥哥把家里仅有的一头
水牛卖掉，为他筹集了学费。

“读中专，因为家里太穷，毕
业时我还拖欠着学校两年的学
费， 最后是回家把房子卖掉，学
校又减免了一部分，才勉强把毕
业证拿到手。 ”罗承业表示。

毕业后， 罗承业回到了老
家，在当地仅有的一所小学———
西马村小学代课。“当时学校只
有两间教室、两个年级，加我一

共就两个老师，主课副课都是我
们。 ”

作为代课老师，每个月仅有
90 元的代课补贴。“根本不够生
活，教了一年，之前的班主任介
绍我去重庆那边做会计，一个月
有近千元的收入，我心动了。 ”罗
承业说，“打包行李的时候孩子
们来了， 他们说如果我走了，没
有老师上课，他们以后也只能辍
学打工，这让我犹豫了。 就在这
个时候，我碰到了后来跟我合伙
办学的陈晓丽老师，她提出了办
学的想法。 ”

要办学校，身上没钱，罗承
业找人借了 3000 元， 把村民们
免费提供的房子进行简单维修
后，学校开办了。 他们挨家去跟
附近村民们沟通，希望把孩子们
送来上学，跑了一圈下来，招来
73 个孩子。

“刚开始也是两个老师，一
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 我们也
不问孩子们收学费，钱很快花完
了，孩子们也逐渐增多，我们只
能再去贷款。 ”通过亲戚担保以
及好友工资卡贷款，罗承业和陈
晓丽先后贷款 9 万元， 买了地，
盖了新校舍，招了老师，他说道，
“其实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也暗
地里掉过眼泪，只能自己鼓励自
己。 ”

最终， 罗承业坚持了下来，
通过地方政府补贴以及社会爱
心人士和公益机构的帮助，现在

的学校已经有 14 间教室、917 名
学生、24 个老师。 谈到现在面临
的问题，罗承业依旧不轻松：“以
前， 担心的是学校能不能办下
去；而现在担心的，是孩子们能
不能好好学。 孩子们越来越多，
但是教室有限，还有很多路途遥
远的孩子以及留守儿童。 ”

“作为校长，要鼓励下面的
老师， 也要关心学校的孩子，因
为他们需要你的支持。 但所有的
精力都想着怎样能把学校办下
去，其他的难免会疏忽。 ”罗承业
说道，“在此之前，我没有什么机
会和不同地方的校长们沟通，也
没有机会能够和很多专家、学者
学习。 而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
去看人家怎么办学、 怎么教育，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

关注校长的杠杆作用

7 月 12 日，在马云公益基金
会主办的“2017 新乡村校长论
坛”上，罗承业与其他 19 位来自
全国 13 个省区市的乡村校长一
同上台，作为首届“马云乡村校
长计划”的获奖者，站在了聚光

灯下接受鲜花和掌声。
“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不

敢想。 ”这是罗承业和大多数获
奖乡村校长的想法，但在马云看
来，乡村校长却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是当地的“教育部长”，
他们影响着当地的老师和学生。
“9000 多万儿童在乡村受教育，
决定这些孩子教育好坏的是 300
多万乡村教师，而决定乡村教师
成长、 发展和前途命运的是 20
万名乡村校长。 ”马云说。

“校长的教育情怀与教育
思想决定学校的教育文化，校
长的管理能力决定学校的教学
成效， 而校长的领导力决定学
校的氛围和活力。 一个优秀的
校长至少影响一百个老师，一
个优秀的老师一辈子至少影响
五百个学生。 ”这是马云对乡村
校长重要性的评价， 也是对其
所构建的、 独特的乡村教育发
展帮扶体系的期望———通过对
乡村校长能力的提升， 进而实
现对更大体量的乡村教师、乡
村学生的影响。

而为了让这样的帮扶体系
真正运作起来，一年前，马云公
益基金会正式启动“马云乡村校
长计划”，计划 10 年投入约 2 亿
元人民币。

“具象地关注乡村校长，是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 的独到之
处，而给予获奖的乡村校长资金
支持外，帮助乡村校长进行专业
能力培训以及领导力提升，是整
个项目的核心。 ”马云公益基金
会传播总监徐俨俨说，“我们认
为乡村校长在整个乡村教育中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据基金会
实地调查发现， 当前很多乡村
学校出现教师流失的问题，就
是因为校长与老师之间的关系
不融洽、校长的能力有限，导致
很多教师无法在日常教学中感
觉到自身价值。 所以我们希望
通过对乡村校长个人能力的提
升，实现一种杠杆作用，撬动更
大体量的教师及学生的能力提

升及教学质量提高。 也希望形
成一种放大效果，以受助的校长
为基点，正向地影响身边其他的
乡村校长。 ”

由教育类公益机构推荐

在本届“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的整个评选过程中，基金会
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模式。 在申
报环节，与“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不同，基金会并未采取全国范围
内的个人申报的海选方式，而是
由基金会选择全国的一线教育
类公益机构，由专业机构进行推
荐， 每家机构推荐 1-2 名候选
人，基金会项目组对候选人进行
信息核实并配合媒体深度报道，
确保每个环节都公开透明。

“采用这样的推荐方式，是
为了更精准、高效的锁定校长候
选人。 ”徐俨俨说。通过背景审查
的优秀候选人，将最终交由来自
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背景的
专家评委会予以最终评选，以保
证评选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本届获奖的 20 名乡村校
长，均会得到马云公益基金会 50
万元的资助，据《公益时报》记者
了解， 该笔 50 万元的支持款目
前尚未拨付，且并非全部给予获
奖校长本人。 除用于改善校长生
活状况的 10 万元之外， 还有 10
万元将用于提供校长的系统领导
力提升课程， 包括国际游学及国
内培训；另外的 30 万费用也不会
给获奖校长个人使用， 将用于帮
助他们在其学校开展教育创新实
践，更好的发展乡村学校。

而对于这些资金如何兑现，
马云公益基金会表示，资金的使
用框架项目组已搭建完成，细则
正在完善中，不久将对外公布。

对于获奖校长的具体培训
计划，徐俨俨表示，这次新乡村
校长论坛结束后，基金会将在秋
季赴美国启动国际游学。“这是
第一届，对于基金会而言，很多
方面都会边做边总结经验。

获奖乡村校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