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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爷爷奶奶一堂课与贺永强的乡土教育梦
出生在安徽北部小城的贺

永强，似乎对乡土文化有着别样
的情怀，“小的时候，城里的孩子
到农村来找我玩，我带他到田野
里摘野果子吃，我知道很多好吃
的野果子他却不敢吃。 但是，他
拿给我的一些玩具我也没有玩
过，这样我们各自安好，各自有
自豪的东西。 ”之所以发起“爷爷
奶奶一堂课”，贺永强是为了“寻
根”， 希望从本地的文化中来寻
找力量，通过当地老人的言传身
教，让当地的孩子能像当年的自
己一样，对生养的土地产生更深
切的爱意，重拾自信，从心理上
强大起来。

如今，他发起的“爷爷奶奶
一堂课” 项目即将迎来两周年，
两年的时间，“爷爷奶奶一堂课”
让 1300 多位老人走上讲台，在
全国 24 个省，298 个学校和社
区，20 多万孩子接受了本土文化
和乡土习俗的传承。

但这些在贺永强看来还远
远不够，“我计划在今年年底，走
上讲台的老人要超过 2000 位，
开课的城市超过 100 个。 在 2018
年，全国 660 个地级市要覆盖一
半以上。 ”贺永强似乎对这一计
划信心满满。

“爷爷奶奶一堂课” 经过两
年的实践与摸索，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肯定，贺永强也刚刚
因此荣获了“第四届 CCTV 慈善
人物”奖。

贺永强表示：“爷爷奶奶一
堂课是乡土教育的一个便捷入
口，但还不是乡土教育的理想模
型。 它只是一个初级产品，通过
这个初级产品去敲开大家对乡
土教育价值认知的大门，让大家
认识到什么是乡土教育，以此把
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
聚拢起来， 把大家的心灵打开，
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和行动的合
力。 ”

文化的意义在于
找到自身的尊严

《公益时报 》： 获得第四届
CCTV 慈善人物有什么感受和
感想？

贺永强： 没有太多的兴奋，
更多的应该还是感到更大的责
任和各界对自己更高的期待，这
个奖是对“爷爷奶奶一堂课”的
肯定。

两年前在做乡土教材时，乡
土教育还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仿佛是一脚踏进了一块不为人
所知的领地。 那时候，我希望搜
集一些关于乡土教育的理论体
系、 实践经验以及相关案例，但
在中文的互联网里能搜索到的
信息却寥寥无几。 经过两年的努
力和尝试， 能够让获得这样的
奖， 说明了乡土教育本身的价
值，这种肯定会让更多的人和资
源投入到这个领域，也一定会让
乡土教育事业获得更加快速的
发展，这才是我最开心的。

《公益时报 》：“爷爷奶奶一
堂课 ”即将迎来两周年 ，通过两
年的实践和探索，你对乡土教育
和乡土文化有哪些新的认知和
感受？

贺永强：我做这个事情的发
心聚焦于留守儿童，是从社会需
求、 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出发
的。 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
知道农村的孩子到了一个开放
的都市后对未知世界的惶恐不
安、 自卑和无法融入的焦虑，深
怕别人看不起，很难释放和打开
自己。 这样便制约了他和别人的
交往、正常的合作和竞争，这种
深层次的自卑就带来了未来发
展机会上的不公平。 所以，我希
望农村的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在
尊重多元文化的同时，能够树立
起自己的信心， 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

最初的发心是希望他们从
心理上强大起来，从本地的文化
中寻找力量。 然而走着走着却发
现，越是西部例如云南、青海等
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乡土教育价
值的识别和接受程度反而越低。
相反例如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
较发达的地区，特别认可“爷爷
奶奶一堂课” 这种乡土教育、社
区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这让我觉
得和当初出发的方向和初衷不
一样，但后来我理解了。

首先， 从需求层次上来说，
那些地方还在解决一些很基础
的问题，教育部门还在从硬件上
考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乡土文
化不是他们急需解决的事情。

其次，在欠发达地区，老人
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可
选的范围就会很窄。 他们既识别
不出需求，也很难发现其中的价
值的话，就会产生很高的沟通成
本，推动速度会也非常慢。

最后， 经济较发达地区，教
育上已经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东
西。 比如，我家孩子原来在北京
读书的时候，学校有来自政府购
买服务的经费，每周都会安排诸
如捏泥人、抖空竹等一些具有北
京城市文化的课程。 或者集体出
游去北京科技馆等地方，让孩子
了解所在城市的文化。 这种政府
购买服务目前在青岛、上海都已
开始实施。

在贫困地区推广很困难，我
觉得仅仅从服务上还不能解决
问题，还需要大力倡导。 未来我
们计划做一些关于乡土教育价
值的倡导类活动，把较发达地区
行之有效的优秀乡土教育分享

给欠发达地区，促动他们更加重
视。

《公益时报》：如今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关注乡土教育，你觉得
这和国家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关吗？

贺永强：任何一个公益项目
的设计，包括“爷爷奶奶一堂课”
在内， 在做项目设计研究的时
候，国家政策是必须首先要考虑
的，包括文化环境、历史、现状以
及未来的可能的，必须将其放在
第一重要的位置。

爷爷奶奶一堂课这两年的
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大环境的推
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
因为民间的这种推动，也会反过
来影响了大环境的生态，它是一
种交互的。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
出台了地方文件要求在当地推
广“爷爷奶奶一堂课”，这样就形
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合力。

《公益时报 》：“爷爷奶奶一
堂课 ” 之所以在两年内发展迅
速，有哪些可以分享和借鉴的经
验？

贺永强 ： 我觉得核心有两
点：第一，一定要立足于需求，不
管是公益产品还是商业产品，都
要研究用户的需求， 这是根本，
也是最基础的部分。

第二，给各方都要有价值和
成就感。 要想让别人一直支持你
的项目或产品，必须要清楚他的
动力是什么，必须要从价值供给
方面来考虑。 比如学校为什么愿
意让我们的项目落地，你要考虑
到学校校长、 老师有什么诉求，
是否有机会评个特色学校？ 他们
的孩子在学了本地文化以后是
否会有演出的机会？ 老人授课以
后是否会在社区里有一定的知
名度。

有了这些考虑以后，将其呈
现出来才有可能吸引他们持续
的参与。 通过价值供给建立关
系，形成价值的共同体，只是第
一步，而经过久而久之的共事便
会形成一种可以忘掉价值而升
华到价值观的共同体关系，这是
事业发展的基石。

《公益时报》：两年前采访你
时，你计划将“爷爷奶奶一堂课”

做成规模化 ，并提出 “自营店 ”、
“加盟店”的概念，目前是什么情
况？

贺永强：所谓“加盟店”是我
们的一个品牌授权，我们对有意
愿在本地执行爷爷奶奶的一堂
课的公益机构同仁进行培训，告
诉他们如何来操作、从哪里找资
金、怎么找老人、如何组织活动、
怎么组建团队，找到老人之后怎
么培训等， 在具备了这个能力
后，就可以在本地用“爷爷奶奶
一堂课”这个项目品牌来开展工
作。

之所以去分享技术和品牌，
是因为我们认为一家机构做大
是不足以发展这项事业的，要让
这项事业做大必须要分担责任、
分享价值。

如今的全国各地的爷爷奶
奶一堂课大部分都是“加盟店”
在做，他们的创新能力甚至超过
了我们“自营店”本身。 他们对于
课程的开发能力很强，完全立足
于本地的文化。

“爷爷奶奶一堂课” 的课程
内容设置是“10+X”的模式，十堂
规定课，如族群历史、我们的母
亲河，再加上 X 堂有当地特色的
课。 X 的部分如今被“加盟店”设
计的精彩纷呈， 十是我们创立
的，X 是由当地来创新。 我觉得
这样特别好，要给他们一定的开
放性，这样他们就不是去完成一
个设定的任务目标，而是创造性
地去工作。

截至目前，我们所覆盖的 24
个省 100 多个城市，只有几家是
“自营店”做的，90%以上都是“加
盟店”在做。 而我们的“自营店”
目前只有 5 个人，主要负责对加
盟店的培训和管理，这样的方式
能够把大家的力量发挥出来。

搭建乡土教育大平台

《公益时报 》：“爷爷奶奶一
堂课”在政府层面的推动如何？

贺永强：现在各个地方伙伴
的资金来源 80%都来自于政府
购买服务，尤其是创投，不再是
发起时完全依靠公众筹款，所以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推
动。

《公益时报 》：如何让 “爷爷
奶奶一堂课”做到可持续？

贺永强：爷爷奶奶一堂课是
乡土教育的一个入口，而不是我
们的终极产品。 我觉得它是一个
敲门砖，通过这个产品去敲开一
些门，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乡土
教育。

“爷爷奶奶一堂课” 有两个
价值，第一把门打开。 第二通过
“爷爷奶奶一堂课” 在全国网络
的发展中形成一个全国乡土教
育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推出一
些新的产品，包括跨地域的文化
游学。 比如你的孩子除了了解北
京的本地文化，还想去安徽看看
黄梅戏、看看黄山，了解徽派的
历史人文，这已经是家长提出的
十分显性的需求。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只要是
有需求的就值得去尝试，目前已
经在制定方案中。 同时，我们还
会做一些出版物，也可能是乡土
教材，形式还未设定，比如绘本
之类的。

我也计划和禾邻社这样的
专业乡土教育机构合作，借助他
们的优势资源，在同一个平台上
一起做产品创新。 总而言之，“爷
爷奶奶一堂课”在我的总体设计
里面它是一个初级产品。

《公益时报 》：“爷爷奶奶一
堂课 ”如果说是初级产品 ，那么
你的整体设计又是怎样的呢？

贺永强：公益改变的是人的
生活方式。 未来，我希望通过新
媒体和诸如移动互联网这种方
式，或者更智能、更信息化的终
端，比如，以当下能够理解的技
术来想象，即：拿起手机来就可
以找到身边有趣的历史、 人物、
故事，有趣的且有文化的吃饭的
地方。

微信上现在有身边的“小程
序”，未来可以有你身边的文化，
你身边住的民宿，你身边有趣的
故事、传说、老人、文化、各种文
化艺术形式，包括你到任何一个
地方去，都能够以文化作为切入
点，让你去了解一个地方。

对于孩子来说，这会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平台。 对于年轻人来
说， 会是一个升级的消费平台，
更加具有文化体验，会形成消费
模式上的创新。 已经有投资人找
我们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但在我
们的计划中，目前仍然是扎实做
好基本面的工作，就是让孩子受
教育、老人得尊重，文化就传承。

《公益时报 》：“爷爷奶奶一
堂课”接下来有什么规划？

贺永强： 在规模化方面，计
划在 2018 年上半年全国 660 个
地级市能够覆盖一半以上。 在讨
论一个产品的时候，100 个用户
和 200 个用户可能是不同的产
品， 产品思维就不会大相径庭。
目前爷爷奶奶一堂课的发展还
远远不够，我希望它有更大的范
围， 扎实有效地服务更多的人
群，以后我们再基于更大的范围
基础上去探讨它的可能性，那可
能才是我们的未来。

阿坝州--奶奶给孩子们讲藏族服饰

� � 泰安市--奶奶在泰山脚下
跟孩子们分享泰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