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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儿童福
利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柳就‘红光古天乐小学废弃

近 7 年’接受采访，建议公益行业可改变过去直接捐赠物资的
模式，发挥其在探索创新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有一些公益
组织就在进行亲子阅读、家长育儿等方面的探索。

“
红光古天乐小学废弃近 7年
将改造成老年中心等设施

新老“红光”

红光古天乐小学坐落在遵

义市虾子镇一个叫做红光的自

然村中，红光村受兰生村村委会

管理。村子坐落在半山腰上，从

虾子镇高速路入口旁的小路驶

入，走过十几公里弯弯曲曲的小

路，上了最后一个陡坡后，远远

就能看到小学红色的教学楼。

这是一栋二层建筑，有八个

房间。教室的木门已经有些褪

色，墙体上满是灰尘，院内杂草

丛生，但教学楼还很坚固，墙体

的瓷砖也很完整。因为二层楼梯

口上了锁，记者看不到教室内的

场景，网上一段今年三月拍摄的

视频显示，教室内还有学生们绘

制的黑板报，散落着学生们留下

的课本。

红光古天乐小学校舍竣工

于 2010 年 6 月，2014 年秋因小
学教学点被撤而废弃。

红光小学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一些，在距离红光古天乐小学一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被当地人称

为“老红光”的小学旧校址，二层

砖瓦房建筑，房顶的砖瓦上布满

青苔，有一侧已经完全坍塌。“老

红光遭遇泥石流后，才建了新的

红光小学。”当地人告诉记者。

村民们说，“老红光”此前

是一座寺庙，是由四间木屋围

成的井字形建筑，主殿有二层，

后来房子开裂，成了危房，村民

自发组织重修小学，将木屋改

成砖瓦房。

上世纪 70 年代，施龙才在
这里读小学，1985 年高中毕业
后又回到村子教书，之后担任

红光小学校长，一直到红光小学

被撤。

施龙才回忆，2009 年 4 月，
连续下了几天暴雨，学校背后的

山上出现了一个十厘米宽、几十

米长的裂缝，风吹雨打时就有石

头、泥土从裂缝滑落。最危险的

一次，夜里从裂缝中滚下来的石

头砸向位于一楼左侧的教师办

公室。

当时教育局试图抢修“老红

光”，拨款清理楼房后面的落石，

在教学楼后面建了一张防护网。

但后山的裂缝越来越大，这些防

护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教育局的

领导前来查看后，让他们立刻搬

离，准备筹建新的校舍。

施龙才说，当时兰生村有红

光、兰生两所小学，他们考虑过

将学校并入到兰生小学，但当时

兰生小学有一百名学生，教学资

源无法再容纳红光小学的 137
名学生。曾经在红光小学就读的

龚圆圆记得，旧的校舍被毁时，

老师曾经问过他们愿不愿意到

兰生小学上学，“当时班里大多

数学生选择留在红光小学，兰生

小学离得远，我们都不愿意去那

里读书。”

新的教学楼修建期间，红光

小学的师生们在村民家的堂屋

里度过两个学期，六个年级的学

生分散在不同的村民家。

2010 年 6 月，新的校舍竣
工，楼梯旁的碑记上写道：“红

光古天乐小学经遵义县教育

局、遵义市政府智力支边办与

慈恩基金会联系，由香港古天

乐先生捐资 18 万元港币，遵义
县人民政府匹配资金 63万元人
民币建成。”

施龙才才知道新的校舍由

古天乐捐资，他没想到这个在电

影里的明星会与自己建立关联，

“学校建成后我们全校师生都给

古天乐先生写了感谢信。”

施龙才说，红光小学为教育

局管理下的兰生村教学点，基金

会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学校建成

后，慈恩基金会的义工到红光小

学考察过两次，验收捐建成果，

并且为他们带来了文具等慈善

物资，为困难以及成绩优异的学

生提供了奖学金。

学生锐减 学校撤并

1985 年，施龙才参加工作
时，红光小学有两百多名学生，

“红光村是附近最大的自然村，

当初红光小学教学质量好，附近

几个自然村的学生都愿意来这

里读书，每个班都坐满了人。”

2004年，附近的坪星、胜利两
个小学先后并入到红光小学，红

光小学的人数增多，“2009年学生
人数达到 137人。”施龙才说。

但这已经属于红光小学最

后的高光时刻。施龙才记得，

2008年前后，学生数量就开始逐
步减少，不断有家长提出要带着

孩子外出打工。

2009年，兰生小学开始实施
寄宿制。这也被认为抢占了先

机。有红光学生的家长就表示，

自己想要出去打工多赚一点钱

来供孩子读书，但是考虑到学生

自己在家不安全，他们愿意让学

生去提供寄宿的兰生小学读书。

“但是我们红光小学不具备

这个（搞寄宿制的）能力。”施龙

才说，建新校区的时候也没有考

虑搞寄宿制，就没建宿舍。

也有学生家长将孩子转到

教学质量更好的镇里、县里学

校。龚圆圆告诉记者，她身边有

一些同学的父母就将孩子转到

镇上读书。

除了硬件上的困扰，师资一

直是大问题，“我们是山区，没有

老师愿意分配过来”，施龙才说，

这个问题贯穿了自己做红光小

学校长的 20年。红光小学六个
年级，一度仅有 6 位老师，这些
老师中还有 4位即将退休。

而作为村中心学校，兰生小

学的发展却越来越顺利。兰生小

学校长黄万云告诉记者，在 2013
年到 2014年间，中学部搬走后，
学校的寄宿制度开始逐渐完善。

学生入读兰生小学免除了住宿

费，午餐由国家营养午餐计划提

供。学校一共有 18位老师，每天

轮流安排 6 位老师在学校值班
照顾学生，晚上老师们辅导完学

生做作业后，安排了乒乓球、书

法、跳棋等 15种课外活动。
2016 年教育局出资 700 万

元重新整修了校舍，并且新建了

实验楼和教学楼，以及塑胶跑道

和篮球场。为学生提供 24小时
热水。“即使是一些外村的人也

愿意来兰生小学上学。”校长黄

万云说。

红光小学则从每学期只有

几个学生转走，变成三十几个。

2014年秋季开学时，三年级的学
生从原本的 8个变成了 2个，全
校也仅剩下二十多名学生。

2014年秋，红光小学最终被
撤，并入到兰生小学。

闲置校舍的归处

“红光小学被撤，我还是心

不忍的，但是要为学生考虑，也

要顺应教育发展的趋势。”施

龙才说，他查看过相关数据，

整个兰生村户籍上的适龄儿

童有 600 多人，但实际上在兰
生小学入读的仅有 227 人。全
镇原本有三十多所小学，现在只

剩下十来所。

“红光小学的被撤，跟国家

当时‘撤点并校’政策有关。因为

家长外出打工以及农村小学教

育资源有限，家长们愿意带着孩

子到城市读书，或者入读乡镇的

寄宿制小学，这自然也就导致农

村教育的衰败。”21世纪教育研
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农

村小学应该是小而美的，让学生

返回乡村小学读书，不仅仅是恢

复乡村教学点，也应该为乡村小

学配齐各种资源，但目前政府在

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达不到这种

要求。”

“农村的学生到乡镇入读寄

宿制小学，是目前教育环境下一

种无奈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儿

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

柳说，“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

家长是不应该缺席的，寄宿制变

相把孩子和家庭割裂开。但是农

村教育资源紧缺的问题无法在

短期内解决，住校制度恐怕是目

前的最优解。”

7 月 18 日，记者来到红光
村，村户之间隔得很远，也看不

到什么人。偶遇几个孩子，他们

告诉记者他们跟着父母在外地

读书，放暑假才回到老家。

红光古天乐小学院内停放

着施工的车辆，一楼教室内部已

经开始施工。虾子镇政府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早期红光古天

乐小学被撤后，校舍的管理权归

教育局所有，委托兰生村村委会

代管，存在闲置现象。其间，红光

村组修路时也曾借用校舍，作为

施工队的临时办公室和物资存

放点。今年 4月该校舍正式移交
虾子镇人民政府管理，目前已经

在规划重新利用。

“因为校舍房间比较多，我

们计划将它开辟为养老服务中

心和卫生室，以及党员活动室。”

该工作人员解释。

上述工作人员说，因为改造

涉及民政等多部门，将由村委会

联系相应的部门，再由他们统一

规划，改造的资金也由对应的部

门负责。目前改造项目还在申请

立项阶段。

虾子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慈恩基金会的义工近期已

经到校舍考察，并且将改造计划

转告给捐助人古天乐先生，他们

都表示支持。

“在我国早期的公益捐赠

中，以捐建硬件设备为主，如建

教学楼、捐书等，但是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相关政策

的完备，政府加大了硬件建设方

面的投入。公益行业应改变过去

直接捐赠物资的模式，发挥其在

探索创新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张柳说。

“慈善捐赠的小学仅使用四

年即被废弃，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仅建校舍等硬件设施已经无

法满足需求。”张柳建议，未来

公益组织应该补足软件方面的

需求，“目前有一些公益组织在

进行亲子阅读、家长育儿等方面

的探索。” （据《新京报》）

7 月 18 日，红光古天乐小学已经开始施工整修，院内停放着施工车辆

红光古天乐小学的碑记上，写明小学的捐资及修建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