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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country to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huge human resources is the strategic target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ten years in China. Reasonable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goal.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duc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irn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help us make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find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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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是我国未来十年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开发则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从公平视角审视我国建国以来教育资源配置的演变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可
以帮助我们辩证地思考与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与利用上存在效率与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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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围绕这一战略部署，国家制
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纲要在盘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成就的基础
上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通过“坚持育人为本，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这在某种程
度上表明纲要将人才视为国家强大的希望，而将教育作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路径。要通过教育实
现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必须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多培养人才。通过教育让每一
个体由潜在的人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强国资源，即把每一个体都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二是培养杰出
人才。把部分个体培养成应然的高端人才，此类问题涉及教育效率及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因此提升
教育效率与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则是我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与一般事物的发展不同，人的发展具
有外加速与内提速兼备的特点，也就是说一般事物只能通过外部影响因素的优化获得加速发展，如农畜
牧业产量通过科学干预获得增长。而人的发展则不同，个体能否有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好的外部
发展条件，即充足外在优质教育资源，具体包括优质师资、课程、教学与学习资源等。同时还取决于个
体能否在科学认识自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一点既隐含
教育效率也隐含着教育公平意蕴，个体既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发展效率，同时也可以赢得属于自己的
公平。在同样的教育条件下，勤奋的个体发展更好，更易成功。
综上可见，要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不仅要关注教育公平，同时要关注教
育效率。而教育资源均衡合理配置可以使国民获得相对均衡的教育机会，使外在教育公平得以实现。在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变革教育与人才培养方式、充分开发与发挥教育
主体的潜能与主观能动性，促进教育公平的内生，最终实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强国目标。

2. 概念界定
1) 优质教育资源
资源在《辞海》里的解释是：“资产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来源[1]。”“泛指从事某种活动的所有
条件和基础，既包括资产的天然来源，也包括品牌等非天然来源；既包括物力、财力、人力，也包括时
间、空间、信息……总之，凡是能起到条件和基础作用的，能保证和促进活动正常进行的因素，都可以
视之为资源[2]。”而“教育资源也称‘教育条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通常是指为了保证教育活动
的正常进行而使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亦指教育的历史经验或有关教育信息资料”[3]。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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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指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等一切能促进学生及自身成长的人，物力则指图书、校舍、教学
设备、教育活动场所等教育硬件设施。财力无疑指教育资金。历史文化、精神资源、教育管理、教学与
学习经验也属教育资源之列。而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比较视角下的“优”如优
秀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能提升管理、教学、学习效率的观念、经验，知识或信息等。二是发展视
角下的“优”。即有提升、进步空间资源，如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自身努力潜质不断被挖掘的教师、
学生等教育主体，利用率不断提升的自然、社会资源与教学设施等。由此，我们将优质教育资源从两个
维度加以划分，一是有形与无形优质教育资源。有形资源如学校的硬件设施、图书、学校内部及周边的
自然环境。无形资源则包括教育政策、决策、教育教学理论、师生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教学与学习经验及
隐藏在师生中有待被发掘的智力及非智力潜能。二是有利于国家与个体的发展教育资源。从国家的角度
而言，凡是能使国家强大并由教育衍生的资源都称为优质教育资源，如教育培养与产出的国家发展所急
需的各领域的高端人才、先进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等。从受教育者角度而言，是能被受教者用以促进自
身更好发展的资源，外在资源如教师、同伴群体、教育教学设施、课程等，内在资源如受教育者自身智
力、非智力因素等。
2) 公平与效率
就教育而言，公平与效率是相对人的发展而言的，公平是指个体在教育起点、过程与结果上的公平，
在公平责任主体上涉及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上，国家有责任通过教育制度使其公民拥有相
对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同等质量的教育及教育后的工作机遇。无论是都市还是山村儿童都应一视同仁。
在个体层面，当个体间教育机会与受教育质量均等时，个体必须竭尽全力珍惜与利用机会以赢得自身发
展，因自身不努力而导致的自身发展质量降低则不是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即是说教育公平是外在因素所
致而由内部努力弥补、获得或保持。
效率蕴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投入与产出比，同等投入产出多者效率高。二是指事物的利用率，
利用率高的效率高。如同一教学设施在学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利用率则越高，在同一课堂内学习质
量高的学生学习效率高。
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与保障，在我国偏远山区，由于师资水平、学习条件
与城镇小学相差悬殊，城乡学生学习质量会有较大差异。而效率则是公平推动力，虽然某些农村中小学
生虽然办学条件较差，但凭借师生的智慧与勤奋却赢得与城市儿童的同等发展质量，进而赢得公平。如
山东杜郎口中学的一批从薄弱学校中脱颖而出的中小学。在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探讨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开
发旨在实现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促成外在教育公平及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开发赢得内生公平。

3.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历史审视
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开发是教育公平与效率调节杠杆。为了国家与个体发展需要，不同的时期，国家
采用了不同的资源配置取向。
1) 重效率，轻公平时期
建国初期教育资源极端贫乏，在国家层面，公平与效率不能同等兼顾，强调公平必然牺牲效率，强
调效率必然有失公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大批人才。当时教育资
源匮乏，人才短缺，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政府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资源办好重点学校的教育发展
政策。1978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
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明确规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各级各类人才。邓小平果
断提出“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4]。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高效、符合国情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时学历高、素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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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大都集中在这些学校，而农村中小学的教师基本由相应学历水平的民办教师担任。城市重点中小
学与农村中小学之间无论在师资水平、办学条件上都不可同日而语。随着这种情况的持续，一批重点小
学、中学、甚至大学逐步形成。而对于农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992 年版)的第
三十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
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
酌情予以补助[2]。”农村教育经费基本由乡镇或农民自己解决。农民通过交教育附加费、交学费、出钱
出力建学校维持农村教育，“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成为当时在农村流行的口号。农村中
小学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做到了小学每个村庄一所、中学每个乡镇一到两所。小学教师由本村知青或
具有小学高年级文化水平村民担任，中学教师则由少数本地毕业的中师生及大多数民办教师担任。虽然
城乡教育存在巨大差异。但很多农村孩子凭借自身勤奋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农村学校培养的大学生比
例还是高于城市。正如温总理所言：“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
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5]。”究其原因，一是农村人口的
比例远远大于城市(如图 1 所示)。
二是农村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极端向往成为其学习的巨大动力，虽然农村中小
学教学质量相比城市中小学而言要差很多，总有一些学生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考上大学甚至重点大学。
勤能补拙，部分农村学生通过自身超人的努力赢得了公平，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这是我们值得深思
的一个问题。
2) 由效率向公平转向时期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 年 2 月 31 日发布)》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各级
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7]。”自此，
各级政府开始重视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农村中小学的校舍、办学条件、师资逐步改进。2005 年 12 月，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
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 年 9 月 1 日
起开始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最终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
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8]，完成了“人民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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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hange of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census [6]
图 1. 我国人口普查城乡人口比例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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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从此，义务教育实现真正免费义务教育。与此同时也带来另
一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8] 25 号决定)
专列一点，“指示随迁外来务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必须纳入城市公共教育体系，切实落实宪法规定的平
等教育权”[2]。部分有条件的农村家庭开始将孩子送到城市中小学学习，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导致
农村中小学生源大量流失，城市中小学对农村中小学的虹吸效应日益明显。从公平与效率视角看，这是
一个矛盾，因为，允许农村孩子进城上学，看似社会进步与公平，但却造成农村教育的萧条与积弱。当
国家与地方政府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后，农村家长对教育的关心却大不如前。在一些偏远山区，
地方政府由于再也没有从农民那里得到的教育附加费、提留等收入，无力投资教育，当地教育办学条件
无法改善。最近笔者去湖南湘西对山村教育考察时深有感触，三湘镇新建小学的破烂不堪与周边豪华民
房形成鲜明对比。农民们宁愿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盖两层以上的住房也不愿意捐一分钱改善孩子们的学
习场所。因此唤醒民众对教育关心与支持是政府教育资源配置不足的情况下弥补途径。而该校长老校长
一句话让人心酸：“如果我们小学校舍改善一点，特岗教师能多一点、稳定一点，很多家长就不会把孩
子送到城市上学了！”这值得我们深思。这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我们关注公平时，农村教育则逐渐
丧失公平。

4. 公平视角下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
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开发在内涵上是不同的。配置是国家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原则对有形教育资源
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进行分配，配置更多涉及的是公平赋予问题。开发则是将隐藏的、潜在的优
质教育资源发掘出来，让其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状态，是在有形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
种弥补措施。更多涉及的是效率与公平内生问题。也即是说，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获取公平的途径有
二，一是争取制度关怀，二是靠智慧与勤奋获得。潜在优质教育资源如优质学校通过总结可以传播的优
质管理经验，教师通过叙事、反思及自我培育而形成有价值的教育教学经验；学生通过总结、反思、相
互交流而形成学习高效学习经验；师生在交流相处中而形成的教育人际经验与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
经验。而这一切都是优质教育资源开发的目标。
1) 省、市、县教育网站利用
网络信息具有时效性、共享性、储量大等特点，省、地、市(县)教科所应借助教育信息网将各地、各
校教育管理经验、校长治校经验、教师教学与班级管理经验、学生学习经验通过师生提交–学校筛选–
网站逐级上传供全省、甚至全国教育管理者、教育者、教师与学习者共享。校长、教师甚至学生也可将
自己独特管理、教学与学习经验直接上传到网络或到网络上学习、借鉴相应的经验，从而达到各地教育
研究者、校长、教师、学生相互交流与切磋与共同进步效应。
2) 优秀校长资源的开发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因此，怎样成为一名好校长及如何利用优秀校长这一优质资源是我们
需要思考的两个问题。
① 怎样成为一名好校长
有人说校长比一般教师见多识广，因为校长比一般教师有更多到其它学校参观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同时校长对全校的情况了解比较全面，那个教师比较优秀、为什么优秀；哪个班级学习成绩好，为什么
好。由此，我们确立校长成长两条路径：一条是校外途径，即校长要经常到其他优质学校交流学习或参
观，将交流来的经验加以融合与提升并不断完善。二是校内途径。首先校长要在学校管理中不断探索、
大胆创新。在这一点上不同校长有不同做法。有的校长善于倾听教师、学生的想法。上海一位中学校长
曾说，“我办公室的门时刻向师生敞开”，教师汇报教学及班级管理的想法，她一般都支持；教师有困

73

公平视角下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审视与开发研究

难、困惑向她倾诉，她乐意倾听，但她很少去干预教师的教学，对学生亦是如此。这样进校长室的教师
与学生络绎不绝，在此过程中，校长从教师、学生那里了解很多，并及时进行反思总结，及时反馈给教
师，这是一种无为胜有为管理方式。也有校长采取学习转化法，在网上搜寻学校管理的成功案例，然后
自己琢磨及与教师讨论，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校管理方法。益阳赫山实验学校校长就是采用这一做法。
② 怎样利用好校长这一优质资源
每个省、地区、县市都会有一些优秀校长，大家对其羡慕、敬佩之余，也有神秘感。有神秘感则说
明对优秀校长这一资源利用的不好。因此建议通过建立校长 QQ 群、定期举办校长沙龙、出版优秀校长
管理经验集。在沙龙中，校长可以互表困惑、提问题、给建议。这样学校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就不是一个
校长在应对，而是集思广益。
3) 优秀教师资源的开发
一位好教师就是一个好班级甚至好学校。现在教师招聘都是精挑细选，因此每位年轻教师都能成为
优秀教师。之所以部分教师成长不起来，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没自信，没自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对学生没自信，特别是面对成绩较差的班级，不相信通过师生共同努力班级学习成绩会有大的提高，
因而不会巧用智慧。常听到说法是“这些学生就这样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其次对自己没自信。一些教师不是想“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而是想“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
己，人比人气死人”。因而也不去想怎样使自己优秀起来。面对两种情况，一是要将把差生变优生、把
差班变优班、教学质量由差变好的教师作为榜样，让对学生对自己没信心的教师有信心。二是建立教师
博客群，优秀教师要将自己的心得与经验写在博客上，并针对部分教师的困惑进行讨论。三是建立区域
性教师联盟、举办教师教学沙龙，促进教师的沟通与交流。四是进行教师经验培育。任何一名教师的好
想法都闪烁着智慧火花，都有转化为优质教育教学理论的可能。因此对教师零星教学想法与经验通过教
师叙事、反思、行动研究、论文比赛、教学实验等方式进行培育，使优质教育理论在教师中生成。
4) 优秀学生资源的开发
学生好的学习经验、各种潜质是有待开发与利用的最好教育资源，学校、学生要重视这一资源的开
发。开发路径可以是以下几点：
① 传播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某些学生学习成绩优异，但教师与同学不知道其为什么成绩优异。这
一点很不好。应将这些学生的学习经验外化出来，供学生间的交流与借鉴。
② 促进学生间的互助与合作。在课堂教学中，成绩好的学生等待，成绩稍差的可能跟不上。因此，
教师可以考虑利用优秀学生帮助后进学生，不仅让优秀学生感受到助人的快乐与知识的价值，同时加深
其对知识的理解并获得理解能力的提升。
③ 利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学习动机、兴趣、理想是学生发展的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内在动力。教师要充分激发这一动力。在学
习动机上，充分利用的学生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的内驱力与附属内驱力激发其学习兴趣与热情。远大
理想是学生学习持久的牵引力，志不强、则智不达。学生只有树立了远大理想才能在学习上有自信。
④ 让学生学会反思
对于反思，教师的反思较受重视，对学生反思研究较少。一般认为反思是主体立足于自身之外、依
据一定的标准批判地审视自身经验与行为合理性与否的活动，学生的反思涉及到回忆、理解与探索等三
个层面，课后、每天、每周、每月回忆所学知识及所采用的学习方法并寻求相互间的联系。如能清晰回
忆出则说明学习有效率，否则则要温习忘记的部分；思考头脑中知识的内在联系，探索学习方法。调查
发现，学生反思意识普遍较弱。加强学生学习的反思性也是开发学生资源的重要途径。
5) 重视课程资源的优化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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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课程资源不仅可以扩展学生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思维高度，使学生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
甚至超越时代的发展，因此，将科技发展最前沿成果及观念及时融入到课程中去可以加速学生的发展，
提升学生发展质量。
由上可见，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国家基于国家发展需要与教育公平而采取的资源分配方式，而国家意
图是否得以实现还需要地方、学校、师生的配合与努力，通过智慧与勤奋提升教育效率，以此弥补外在
资源不足所造成的暂时公平失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受教育者的智慧、勤奋、潜质是可以开发的、
驱动受教育者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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