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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身份与教化传统:
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历史考察淤

沈洪成

[摘摇 要] 摇 文章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为例,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不同时期乡村教师与乡村

社会的关系,阐释乡村教师身上的文化冲突。 传统教师扎根于乡土社会,在地方上承担教化功能。 现代

学校教育使教师获得国家身份,进而被纳入国家体制中。 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从乡土化

教师、候鸟式教师向逃离型教师的转变。 乡村教师逐渐脱离乡土社会,其国家身份上的单向度,使其难

以有效编制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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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 世纪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这就是教育下乡。 现代教育

不断向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下放,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传递到地方,哪怕是最为

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然而,国家统一的教育体制、教育目标、价值导向、课程知识、教学方法

等,需要面对多样化的地方社会文化状况,由此产生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之处。 在这一过程中,乡
村教师既是教育下乡的承担者,不遗余力地将现代知识灌输到儿童身上,又经受着由此产生的冲突

和矛盾,可能产生强烈的失败与挫折感。 由此看来,城市与乡村、汉族与少数民族、现代与传统、国
家与地方之间的差异,使乡村教师处于矛盾的位置上。 因而,对乡村教师处境的研究,是透视教育

与乡土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为例,力图回答以下问题:作
为外来文化承载者的乡村教师,他们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一关系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乡村教师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文化冲突?

本文将在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中探究乡村教师的处境。 在现代社会,教育具有鲜明的国家

导向。 为避免社会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小片段,教育承担着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1]240 - 241,而这正是

国家干预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主要动力,是推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灌输普

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铸造新兴的政治和文化统一体[2]37 - 38。 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和群体对教育的

接纳程度差异很大,这就要考虑地方的社会文化状况。 乡村教师介于国家与地方之间,他们具有国

家身份,不断传递着来自官方的知识,又要应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学生的具体状况。 由于现代教

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都汇聚到乡村教师身上,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框架,对理解乡村

和民族地区教育面临的症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一视角并未引起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充分

注意。 社会学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关注,一般不去处理教育领域的主题。 但是,国家通过教育改造乡

土社会,是最系统、最持久、最无形的努力。 教育学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倾向于将教育作为技术问题

处理,而不是在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 然而,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学科,也不

仅仅是有益于教学的科学,而是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基础[3]8。
自教育下乡以来,乡村教师面向国家还是地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 首先,在国家主义的

视角中,教育的一切均属国家,凡不在国家主管之下及不合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应当一律收归国家



办理[4]591。 由此,教师身份由国家赋予,承担着传递国家统一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任

务。 其次,在地方主义的视角中,教育应当面向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 由此,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

身手,科学的大脑,改造社会的精神[5]225。 这一争论涉及乡村教育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 另外,一
些研究关注教育下乡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论述开启了审视教育难以下乡

这一问题的新视角,产生深远影响[6]12 - 23。 王铭铭考察了现代教育空间在乡村确立过程中与民间

社会力量的互动[7];李书磊认为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8]7;曹诗弟进一步提出,教育显示了国家与农

村社会关系的变化[9]10;熊春文则用“文字上移冶描述教育与乡村关系的新变化[11]。 这些研究都注

重从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中审视乡村教育问题。 刘铁芳则从文化角度探究超越城市取向的乡村

教育的可能性[10]14。 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视野,就是将乡村教师置于文化差异与冲突的焦点上进行

考量。 廖泰初、李建东还从这一视角出发,专门讨论了乡村教师问题[12]67 - 74,[13]。 张济州则从历史

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教师与乡村的关系[14]7。 但是,当前对乡村教师的关注,缺少在一个具体的地

方对乡村教师处境的深入探究。
本文以云南芒市傣族教育为个案进行讨论。 这里偏居西南一隅、临近缅甸。 傣族聚村而居,信

仰南传佛教,几乎每个村落都有一座奘房。 传统上傣族有着较为系统的奘房教育,儿童在奘房学习

语言文字、赕佛等,和尚即为教师。 20 世纪初现代学校教育进入傣族生活地区,外来教师随之下

乡。 笔者于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4 ~ 5 月,2011 年 4 ~ 7 月共展开了为期 6 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

主要在 1 所傣族中学展开,兼及其他中、小学,对教师的访谈是整体研究的一部分。 通过对教师的

访谈、课堂观察、与教师一起家访等方式收集资料。 同时,笔者还在档案馆收集到地方教育史、志资

料,有助于在研究中将历史文献与一手资料结合起来。

一、传统社会乡村教师的教化传统

乡土社会中,教育与乡村生活是无中介的[15]。 乡村习俗、礼仪、节日等都承担着教育功能,儿
童则在濡化中成为社会一员。 这一过程既非强制,也非同意,而是教化过程[6]65。 教化之所以发

生,源于乡土社会的特质。 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冶的社会,文化很少发生变

化,一代代传递过程中就发生了教化[6]66。 乡土社会自身也在教化中进行着再生产,维持着世代更

迭过程。 具体而言,教化是由年长者对年幼一代实施的。 而在乡土社会中,仕绅阶层在教化过程中

承担着关键角色。 传统中国,皇权止于县,皇权与绅权的分化,既维持了王朝的统一性,也使乡土社

会处于相对自主运作的状态。 在此背景下,乡村仕绅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与皇权保持一定距

离[16]52。 由此,绅权也成为非正式的权力形式,以仕绅阶层为代表的长老维持了教化传统。
教化虽然满足了乡土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但仍有建立正规教育机构的需要。 其原因在于,国家

一直把科举制度作为社会流动的首要管道[17]51,乡学也就具有了社会流动的功能。 不过,即使实现

社会流动为官者,仍有告老还乡的传统,进而成为乡村中的仕绅阶层,承担起倡导文教等功能。 乡

土社会是科举制度的基础,反过来科举制度也是维系乡土社会秩序“士冶阶层再生产的根本制

度[18]16。 因而,乡民经乡学实现流动,最后又返回乡村,完成一个循环,从而建立起国家与地方沟通

的管道。 乡学的教学内容、形式、教育权威、人才流向都不脱离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 乡学并非国

家建制,而是乡村自主举办的事业,乡学的设置、经费、教师、管理等都不与国家发生直接关系。 到

了宋、元、明、清时期,乡学已经比较普遍。 其形式有富户举办、几家合办、家族举办、仕绅举办等,全
凭当地实际情况。

乡学中的塾师们,与长老一样,拥有乡土社会的教化权力。 年长者对年幼的人握有这种权力,
年幼者对年长者也要持恭敬、顺从的态度[6]67。 乡学毕竟是正式教育机构,它又与一般长老统治不

同,不提供生产技能,而是以传授儒学经典为基础,注重读书识字、礼仪道德的教化。 不可否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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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伴随着体罚、死记硬背等形式,成为现代教育诟病传统乡学的重要理由,但乡学与乡村长老

们施行同样的教化过程,二者在这些方面反而是默契的。 加之乡学所提供的社会流动管道,使其能

够扎根于乡村,不断推广开来。
对傣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分析,不仅要参照传统乡学与现代教育的对照,还可以参考傣族寺庙教

育与现代教育的框架。 传统傣族社会有两个重要权力来源:一是土司维系的世俗统治,二是奘房的

宗教权力。 傣族坝子受土司统治,土司是中央任命的世袭首领,掌握世俗权力。 土司为加强与中央

王朝的联系而举办私塾,就学者仅限于土司上层子弟。 元代佛教经缅甸传入傣族地区,逐渐形成奘

房遍村落的格局,傣族由此形成较为系统的奘房教育传统。 奘房招收嘎备(没有受戒的小和尚),
传授傣文、经典、赕佛、本草医药、剪纸绘画、星卜算命、婚丧嫁娶礼仪诸事[19]55。 传统上送子女进入

寺庙学习是极为光荣的事情,还要举行相应的仪式。 还俗后,在寺庙中习得的文字、教义、礼仪等也

适合村落生活的需要。 因而,寺庙教育也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 寺庙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承担起

社会流动功能,但却增加了傣族的识字率。 以 1953 年潞西县淤那目寨为例,识傣文者占总人口的

11% ,主要来源包括佛爷还俗、家庭长辈培养、奘房中佛爷培养等[20]278 - 280。 和尚、还俗的和尚及通

过奘房学习精通傣文者,在村落中承担起傣文教师、缮写经书、主持宗教仪式等角色。
无论是乡土社会的塾师,还是奘房教育中的和尚,都承担着传统的教化功能。 它们的共同特征

是: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投入,政府干预较小,民间人士自主设立,满足乡村实际需求等。 传统教师在

教化过程中享有权威。

二、教育下乡与乡村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

清末科举制废除,西式教育开始向乡村推进,学校与村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学校通过确

立具有鲜明组织和训诫规则的空间,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
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冶整体结合[7]。 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承担者,国家力图通过教育改造乡村

社会。 由此,学校教育与地方文化开始产生持续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过程。 从制度设置上来说,学
校是国家整体官僚架构中的一个环节,其资格、经费、人员、组织架构、运作方式都来自国家安排;从
教育内容上来看,学校传递着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扎根于地方的知识与文化被排除在

外;从教育目标上来看,学校力图培养适合外部世界需要的人才,回归村落生活往往被标定为学校

教育的失败者。 因而,学校教育成为乡村中的一块“飞地冶,与地方社会和文化产生根本断裂。
在教育下乡过程中,教师身份的转变是最核心的环节之一。 传统上乡村教师的再生产过程被

终止,教师身份开始由国家建构,进而被纳入统一规制的体系中。 在现代教育纳入地方的初始时

期,最能够展现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一)教师资格由国家认定

教育下乡过程中,各地教育改革最首要的任务,是把办教育的事权集中在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21]967。 20 世纪初,芒市存在多种办学形式,包括村落中奘房兴办的寺庙教育、土司为上层子弟兴

办的私塾、传教士兴办的新式学校等。 传统上的办学形式为民间自办,办学主体多样化。 在教育下

乡过程中,传统奘房教育逐渐废止,其他主体所办学校逐渐被改造为新式学校。 虽然国家主导了学

校的兴办,但并没有充足经费保障学校教育的运转,部分教育经费又要从民间筹措,因而,教育兴办

权力的上移与从民间抽取经费同时进行。 自科举制废除以来,乡村办学主体由私向公转变,减弱了

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22]。 随着办学主体的上移,教师身份必须经过资格认定,接受统一管理。
过去的乡村教师,要么被排除出教师队伍之外,要么经过培训改造为适合学校教育的教师。 本地文

·17·第 6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沈洪成: 国家身份与教化传统: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历史考察

淤 芒市曾名潞西县,其名称多次更迭。



化人必须掌握汉语,才能进入教师队伍。
(二)教师获得公家人身份

教师承担着公职,是乡村中拥有公家人身份的群体。 而在村民眼中,教师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行列。 在教育下乡的初期,教师与干部之间的边界更模糊一些,常常承担村干部的任务。 访谈中一

位已退休的教师回忆了他 1960 年代前后到芒市乡下任教的经历:
我跟着工作队从芒市下来。 那时候也不是光教书,生产队的事情也要做,他(村干

部)不会分配,只有我们会算。 下来的干部,供销社、工作队、老师,都是一个整体了。 村

公所有一个支部,中心工作来了以后都要配合。 工作队主要是开会,宣传政策,布置工作。
我们晚上要负责扫盲,主要是教傣文、算盘,当时就是要会计,没有会计就没有办法计工

分。 公分半年了要汇总呢,有些(村民)用黄豆,放在竹筒里摆起来,老鼠吃了以后,弄不

清,就打架了吗。 这些不解决,生产队、合作社没有办法弄。 (2011 年 6 月 12 日,对 Z 中

学退休教师 LZY 的访谈。)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他们相互熟悉,都承担着改造地方社会的职

责,只不过一是行政任务,一是教育任务。 直至今日,遇到人口普查、宣传等活动时,仍然将一些工

作分配给教师完成。 笔者在 Z 镇调查时,学校领导就在村里担任副村长一职。
(三)教师以外地汉族为主

教育下乡初期,能够胜任教师工作的主要是外来汉族,本地教师所占比例很小。 傣族地区乡村

教师最早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留用旧制学校教师;二是内地援边教师;三是本地招收和培

养的教师[19]222 - 223。 1953 年,连续从内地调派一大批干部和教师(大理师范、保山师范、昆明师范等

学校毕业生)到边疆从事教育工作;为解决民族教师紧缺问题,从各民族干部中,选派民族干部送

“民干校冶或各师范学校读书,通过短期培训后赴各学校任教[23]4。 同时,当地教育部门也会安排上

山下乡的知青做老师。 主要原因在于,傣族村落掌握汉语者较少,掌握者多为土司上层。 由此可

见,现代教育的导向、传递的知识以及教师的资格认定等,使得本地人被排除在教师队伍之外,教育

的话语权完全由现代学校教育权威掌控。

图 1摇 德宏州傣族中、小学民族教师所占比例
摇

随着教育下乡的推进,接受现代学校教育

的本地人逐渐补充进来,本地教师和本民族教

师所占比例逐渐增大。 以芒市所在的德宏州为

例,1978 年到 1986 年,小学中民族教师所占比

例一直维持在 25%到 30%之间,1987 年上升到

30%以上,1990 年甚至达到 37郾 2% ,但随后有

所下降,维持在 35% 以下,直到 2002 年才突破

35% 。 1978 年到 1990 年,初中民族教师所占

比例一直维持在 10%左右,直到 1991 年才达到 15% ,以后却有所下降,1998 年又上升到 21郾 7% ,
之后,民族教师所占比例基本徘徊在 15%左右。 小学民族教师所占比例一直大大高于中学。

(四)教师的教育活动按国家统一模式展开

在教育国家化的背景下,学制、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都按国家统一规定展开。
经过师范和大学教育的教师已经熟悉这套规则,即使是少数民族教师也是如此,而民办教师也要在

教育机关组织的培训中掌握这套规则。 在教育下乡初期,由于学校条件有限,师资缺乏等原因,教
学时间、教学方式等还无法完全统一起来。 但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教育模式的统一性就会显著增

强,教师自主发挥的余地也会降低。
(五)教师身份的政治改造

树立典范,进而对所有教师进行再教育,将教师不断纳入标准化的轨道,是教师国家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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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 笔者在德宏州教育局查阅教育档案时,发现一份教师撰写的先进典型汇报材料,名为

“一位傣族女教师办学的故事冶,其叙事逻辑为:遭受土司和地主压迫的贫困出生;在党的培育下接

受教育走出乡村;承担光荣任务到偏远、贫困地区办学校;遭遇学生不愿意读书的尴尬;想尽办法与

村民和学生沟通,进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淤。 树立典型意味着建立一种话语,承担光荣任务的教

师,必须克服教育下乡中的各种困境。 不仅如此,1949 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断对这一群体进

行改造。 在阶级斗争话语下,教育高度政治化的结果,导致很多教师受到冲击[24]。 树立典型与对

教师的批判并存,二者都通过政治话语的建构,将乡村教师不断卷入国家意志之中。

三、教师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

随着教育下乡的推进,教师身份由国家建构,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在

不同时期,这一关系还是呈现出很大差异。 笔者通过在 Z 中学的调查,将这所学校的教师划分为

三种类型:乡土化教师、候鸟式教师与逃离型教师,不同类型教师与乡村的关系有很大差异,其家庭

环境、教育背景与生活经历又在这些教师身上塑造起不同的行动方式和价值观念。
(一)乡土化教师

Z 中学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笔者访谈到两位已退休教师,他们是学校最早的教师,堪称乡

土化教师的典型。 他们都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来自邻近芒市的保山地区的汉族家庭,接受了

中师或专科教育,从小在乡村中长大,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参加工作。 这一阶段正是国家在乡村大

力创办学校的时期,力图达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冶的目标。 这一时期傣族地区能说汉语的

人较少,教师到这一地区办学,必须与乡民接触,也必须用傣语才能与学生交流。 通过“学生教老

师傣语,老师教学生汉语冶,他们都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傣语。 而当时的政治导向也倡导“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冶,学校教育相应地要符合合作社的生产劳动需要。 这种教学经历在教师身上塑造

起一种习性,尽管学校主要传递的仍是外部世界的知识,但他们却能够熟悉乡村生活,也能以贴近

乡村儿童的形式展开教学,而在退休以后也一直待在乡下生活。 下面以 YHY 老师为例,较为完整

地呈现这一类型教师的经历:
自 Z 中学开办,YHY 老师就在这里任教,直到退休。 在他身上,浓缩着乡土化教师的

典型特征:成长于乡村,经过努力摆脱农门,以乡村教师为职业,在学校教书却熟知村寨,
可以顺畅地用傣语交流,退休后仍然亲近泥土,在学校后面承包了三亩土地耕种。 YHY
老师 1939 年出生于保山一个毗邻德宏、以汉人为主的坝子。 母亲没有读过书,清朝时还

裹过脚,但对教育却异常重视,一心要将儿子供养成器。 1958 年中学毕业后进入保山师

范学院,1961 年毕业,当时整个芒市的教师都处于匮乏状态,学校将他分到这里工作。 到

了芒市后,他先被安排到县政府打杂半个月,随后就被分配到勐嘎的一所山区小学教书。
山上条件差,人生地不熟,加之在坝区长大,后又在城里读书,直到半年后才习惯下来。 四

年以后,正值德宏州推广三台山耕读学校的经验,要在各乡镇普遍设立这一类型的学校。
领导找到 YHY 老师,希望他到合心厂办出一个样板来。 当时他心里想,要到山上工作十

年,把学校办好。 在此工作一段时间,领导询问 YHY 老师愿不愿到 Z 镇工作。 他心想,那
里是鱼米之乡,当然愿意。 1967 年 3 月 15 日,牲口驮着他的行李来到了 Z 镇。 当时的耕

读学校,用竹子搭建的草房,稻草铺地,条件仍然艰苦,不过这里田地宽广,YHY 老师带领

学生一边养猪养牛,一边开垦荒地,生活条件比山上改善很多。 耕读学校的教学,都是比

较实用的内容,主要是认汉字,教记账,打算盘,方便合作社分配活动的需要。 耕读学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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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的,如汉字“锄头冶、“犁冶、“镰刀冶、“斧头冶等。 同时,为了与学

生更好地沟通,YHY 老师开始跟着学生学习傣文,直到能够熟练运用。 1969 年中学成立,
州民族中学的两位老师下来,负责在耕读学校的基础上兴办一所中学,YHY 老师也就在

中学留用。 1995 年 YHY 老师退休。 由于不是本地人,无法在附近安家,而常年在外工

作,也不可能回老家居住了。 幸好学校有住房可以长期租住。 (2011 年 4 月 24 日,5 月 3
日,6 月 10 日,对 Z 中学退休教师 YHY 的访谈)
乡土化教师虽不是本地人,却能熟悉村寨状况,愿意在乡村中生活,并能以贴近乡村儿童需要

的方式展开教学。 传统私塾是乡村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师是村寨中伦理、道德、责任的担当者,在村

民中享有一定威望;傣族的奘房更是村寨生活的核心,佛爷和老人如同教师,延续着村寨的教化传

统。 而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群体,他们来自外地,因掌握某一方面的专业技能

而承担某一科目的教学活动。 此时的乡土化教师,与私塾和奘房里的教师,已经产生很大的差异,
但农村生活的经历,使他们仍能以乡土化的方式展开教学。

(二)候鸟式教师

在 Z 中学任教的老师中,对自己置身的群体有个大体的划分:年轻教师和老教师。 老教师在

学校任教多年,资格较高,加之教师流动非常之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教师。 老教师们多有在山区

学校任教的经历,后调至坝区,他们多已成家立业,也想方设法在市区买了房子,工作日到学校上

课,住在学校,周末回家,如同候鸟一样,可以称其为候鸟式教师。 与乡土化教师相比,候鸟式教师

与村寨相对疏离,个别老师虽能用傣语跟村民沟通,但对村寨却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而与我们

后面将要论述的逃离型教师相比,候鸟式教师进城的愿望不是特别迫切,即使在这所学校退休,最
后到城里养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学校校长 YED 老师就属于典型的候鸟式教师:

YED 老师来自江东,1994 年参加工作,5 年前由山上的中学调下来任职。 YED 老师

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候鸟式。 他已经在城区安家,妻子在市教育局工作,儿子在芒市小

学读书。 每周日下午,他就要开着车、带着一个旅行包来学校,每周五下午又返回城里。
这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子女的教育也主要交给妻子来承担。 由于镇政府规定,校领导

要在一个村寨任副村长,他就在邻近学校的寨子任职,与一些村民也熟悉起来,但是这种

交往也仅限于工作上的关系,所熟悉的人主要是村干部和男性村民,他也无法用傣语与村

民沟通。 (2011 年 4 月 14 日,对 Z 中学教师 YED 的访谈)
候鸟式教师的家庭与工作空间产生较大分离,生活轨迹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乡村学校犹如

其办公地点。 他们既不像乡土化教师那样扎根于乡村,也没有逃离型教师那样急于摆脱乡村教师

的身份,而是处于折中的状态。
(三)逃离型教师

进入学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则有强烈的摆脱乡村教师身份的愿望。 进入年轻教师的住处,常会

看到公务员考试和进城考试辅导书。 校领导也非常担忧教师队伍不稳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为鼓励

教师认真工作,也只能是说:“没有人想在这呆一辈子,但考上去的都是那些平时认真对待教学工

作的冶,以此鼓舞教师干劲。 每年公务员考试成绩下来时,成为所有教师津津乐道的话题,各人的

成绩马上就会在全校老师中流传开来。 大家又在琢磨着,谁又要离开学校了。 考上的人员,就会在

周围人羡慕的目光中离开。 教师进城考试则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教育局规定,凡工作三年以上即

可参加进城考试。 但是,年轻教师在考试能力上比老教师更占优势,因而达到工作年限后,就会迅

速投入这一考试中,争取到城里学校工作。 公务员和进城考试,成了学校中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

年轻教师都在暗暗努力。
HWY 老师出生于 1982 年,家住盈江偏远山区,父母都是农民。 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读

师范,因为出来可以直接参加工作,还可以节省家用。 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考取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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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个中专毕业生,一个是学医的,在乡镇卫生所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考到了市药监局;
另一个是师范的,毕业当了老师。 他们成了村里的榜样式人物,“那个时候没有走出过村

子一步,从小到大接触到的有正式工作的也就是老师了,自己也就想着当老师。 因为老师

可以闲着,吃不用愁。 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的想法。冶中考成绩 496 分,成绩不够,不想去

读高中,只能继续补习了。 成绩虽然提高了,但政策却发生了变化:补习生不能报考师范

类。 后来考上高中后,2003 年参加高考。 当时翻看了所有的招生计划和招生指南,学费

最便宜的是云南民族大学,就报了这个。 2007 年毕业,没有赶上好时机,大学毕业就失业

了。 小学老师动员他到盈江的一所傈僳族的教学点代课,100 户人家,3 个老师,一个月

500 元工资。 很多人说他是“高射炮打蚊子冶。 一年后,听同学说芒市招中学教师,就参加

了考试,后被分到 Z 中学。 “一开始到这个学校,实际情况和想象的差距太大了。 我的性

格一直很温和,也不发火,想以活泼的面貌出现,以幽默的、具有激情的方式吸引学生,以
丰富的语言吸引他们。 但是课堂纪律不行,有的学生老是捣乱。 学生们相互打闹时说傣

语,听也听不懂,有学生攥起拳头跟老师打架。 但是对个别特别调皮的,还是狠狠地打了,
虽然教育法规定不能打学生。冶最让人丧气的,就是考试成绩,物理的平均分只有 20 多

分,始终想象不到为什么只考了这一点,成绩是如此糟糕。 他说自己的思维有外边的思

维,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好与更好。 而在这里工作,会变得颓废,才能会越来越少,失掉激

情。 未来的打算是,三年特岗结束后,就考公务员,要么看能不能调回盈江教书,或者在那

边做生意。 (2011 年 4 月 26 日,5 月 8 日,对 Z 中学教师 HWY 的访谈)
逃离型教师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学历层次最高,但长期的学校教育训练,力图将他们

隔离于原初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城市生活的习性,因而并不愿在乡村中工作。 而在进入乡村学校工

作时,更是遭遇了学生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无法获得工作成就感的时候,产生强烈的逃离倾向。
(四)三代教师的比较

乡村傣族中学的教师,在山区、坝区、城里的学校之间流动,山上条件艰苦,坝区改善很多,进城

则是很多教师的理想。 三代教师的生命历程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既是社会变迁在个人生命历程上

的投射,也展现出不同类型教师在特定社会机制下的努力、选择、焦虑和适应。 乡土化教师有着浓

重的乡土情结,从生活背景到职业生涯都浸润在乡村环境中,形成亲近乡土的心态,这类教师有助

于弥合学校教育与地方文化的鸿沟,拉近学校与村落的距离;候鸟式教师虽出生于乡村,但常年的

受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却使他们疏离于乡村环境,游离于乡村与城市成为他们的选择;逃离型教师

是当前年轻教师的总体状况,他们已经隔绝于村落环境和文化,一心希望到城里工作和任教,而这

种心态恰恰是学校教育长期灌输的结果。 我们可以将学校教师区分为三种类型,不过,这是一种理

想类型的划分,是从总体上区分出的教师类型。
在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乡村教师处于矛盾的位置上。 乡村教师属于“公家人冶,拥有正式编

制和国家身份,是国家力量向地方传递的中介;与此同时,他们又身处具体的地方,需要面对多样化

的地方文化以及浸润其中的学生。 当带着教育理想进入乡村,一心维持作为教师的尊严,但自身权

威不断受到学生的挑战,甚至要为维持纪律而耗尽心力时,就会产生强烈的逃离倾向。 很多教师成

长于乡野环境,从小浸润在泥土之中,因读书而被从乡村环境中拉出来。 如今又被重新导入乡村,
在封闭的围墙内工作,同时又与村寨划定界限、保持距离。 他们熟悉外部世界,具有广阔的眼界,精
通课本知识,是乡村中的文化人,如今面对的却是特殊的文化形态,对村寨知之甚少,甚至持否定态

度。 他们要维持读书人的体面,传递读书有用的价值观念,但是生活却并不宽裕,不仅远逊于公务

员,甚至与坝子里以农为生的人们相比也没有优势。 教育空间中乡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现
代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最后都汇集到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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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不同类型教师的比较

类型 乡土化教师 候鸟式教师 逃离型教师

家庭背景 乡村 乡村 乡村、城市

教育经历 师范 师范、大学 大学

工作经历 山区到坝区 山区到坝区 坝区

职业意愿 一直在当地任教 留任,进城 公务员,进城任教

生活方式 依恋乡村生活 往返于城乡之间 向往城市生活

与村寨的关系 能用傣语交流,熟悉地方文化 懂的傣语较少,疏离于地方文化 不懂傣语,隔离于村寨生活

教师类型 退休教师 老教师 年轻教师

流动性 流动很小 流动较小 流动非常大

四、结论与讨论

围绕乡村教师,两种类型的话语形成鲜明对照。 一是国家建构起的“红烛冶形象,这是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 教师被塑造成“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冶,“甘于清苦、默默奉献冶的道德楷模。 而作为

“红烛冶的教师,核心特征就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冶,从而建构起作为道德楷模的教师意象。
二是乡村教师的不满情绪,这是底层教师的声音。 乡村教师对自身处境充满了抱怨、愤懑和不满。
调查中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在全镇教育大会上,不经意间道出了乡村教师的处境:“所有乡下老师,
都有点怀才不遇。 一旦到了乡下,都带着些怨气。 我们哀叹老师的地位在降低冶淤。 就前者而言,
乡村教师身份上属于国家,但要到偏远的乡村工作,将国家知识的“火种冶带到乡间,“红烛冶话语有

助于调动教师到乡间工作,是教师付出所获得的象征性回报。 就后者而言,乡村教师不属于乡村,
却必须在乡间工作,是教师对自身处境表达的不满。

教育下乡过程中,乡村教师遭遇文化困境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源于现代教育与地方文化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 本研究讨论的个案,乡村教师以外来人员和汉族为主,其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

与村落存在极大差异。 正如涂尔干所说,教育是社会的[25]235,乡村教师身上展现的诸多矛盾和问

题,也是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反应。 传统社会中,教育与乡土社会并没有分离。 乡村教育并非国家建

制,而是乡村自主举办的事业,教师与村落在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存在一致。 教师作为有

文化的阶层在村落中享有权威,维续着村落的教化传统。 教育下乡斩断了教育与乡土社会的直接

关联,乡土教育成为国家的事业。 现代乡村教师身份由国家建构,在其身上形成一种新的习性,表
现出很强的离土倾向。 现代教育不仅在学生身上塑造起新的习性,在教师身上也塑造起新的习性。
即使地方政府力图在学校与村落之间重新建立关联的纽带,也难以在乡村教师身上发挥作用。

不过,不同时期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在教育下乡初期,由于语言差

异与儿童不愿意读书的倾向表现的尤其强烈,加之教育体制不完善,乡村教师反而获得一定的自主

空间,出现乡土化教师。 教育资源不断丰富、教育管理渐趋完善、师资力量不断提升之后,乡村教师

反而与乡村生活越来越隔膜,表现为从乡土化教师向候鸟式教师、逃离型教师的转变。 学校教育的

离土倾向与教师身份的国家建构,以越来越强烈的方式的表现出来。 而在学校这个局部场景中,人
们往往将乡村教师的困境解释为教师自身素质、工作积极性等,而遗忘了这一问题的社会文化起

源。 正如布迪厄所说,在事情向来如此的幻象中可以发现对起源的遗忘[26]9。 透过教育社会学的

分析,才有可能将这一问题置于更广阔和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探究。 Z 中学一位班主任说,
“即使不能改变现状,也希望外面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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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2011 年 6 月 3 日,Z 镇党委书记在全镇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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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Identity and Traditional Edification: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Village Teachers of Dai Areas in Mangshi, Yunnan Province

Shen Hongcheng

Abstract摇 Taking the village teachers of Dai Areas in Mangshi,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鄄
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teachers and rural society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interprets the cultural conflict of villag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鄄locality relationship. Rooted in villages, the traditional teachers played an impor鄄
tant role in the edification work.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offers teachers the state identity and let them become a mem鄄
ber in the state systems. The real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teachers and local society is the changing from the “migratory冶
type to the “flee冶 ones. Being escape from the rural society gradually, the one鄄dimension of their state identit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dapt the state鄄loc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摇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e and locality; State identity;Traditional edification; Villa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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