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是一个特殊的

地域范畴，它不同于一般概念下的民族地区、贫
困地区和农村地区，而是兼具这三个特殊规定性

的地域范畴，即少数民族区域内那些相对落后的

农村地区。因为具有特殊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环

境，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具有自己的独特

性。坚持地方课改原则的正确导向，对于不断推

进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学生成长的新课改

具有重要意义。

一、地域性与民族性原则

（一）地域性原则

在这里，“地域”一词专指地理科学中的相关

概念，坚持这一原则要求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

改要以区域地理状况为着眼点，充分凸显地域特

征，并利用地域因素为其服务。每个民族的人种、

经济生活、文化特色等特征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

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

时代特征。［1］其中，地域又是对教育影响最直接、
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其对新课改的影响也是最直

接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课程编排、课程内容

及课程评价等方面。
气候是地理环境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因

子。［2］历史上不少民族的大迁徙多半是气候条件

变化所引起的，它深深地影响着不同地域与民族

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建筑样式、农业发展、生活习

惯等，这些条件的不同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新课改。如西北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干旱少雨的气

候条件下，那里的学生就很难理解课本中诸如

“桂林山水甲天下”、江南“梅子黄时雨”等课程内

容所表现的情景，而现行教材里却很少选用突出

西北干旱气候的内容，这无疑对学生的学习造成

了一定障碍。地形与水文条件也直接影响着新课

改。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水文环境差异很大，即

使是同样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也存在着生活

在温带高原石山、亚热带丘陵山区、热带山地等

山地的区别。地形与水文条件对新课改最直接的

影响是课程组织形式的选择，由于民族地区多是

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方，学校规模的限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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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出现了变式———复式教学。复

式教学的出现正是对这种恶劣自然条件的一种

教育回应，它能突破办学条件的限制，适合民族

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的地方实情。最后，自然资

源也是影响课程内容与教学选择的重要因素之

一。民族地区多是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未得到较好

开发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很多自然资源都可以拿

来为新课改服务。比如说龙胜的梯田，不仅是农

业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也是地理、历史、思
想政治、数学等课程能够利用的课程资源，这就

为开发地方课程准备了独特的课程资源与内容，

是突出地方课程改革特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此，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必须首先考

虑地域特征，只有在充分考虑不同的地域特征的

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进新课改，构建自己独特

的课改体系。
（二）民族性原则

坚持民族性原则要求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

课改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因素，要突出民族优势

与特色，同时克服“民族”二字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要全面反映丰富的民族文化。首先，需

要处理好普通话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民族语言并

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不少地区双语教学的成果已

经初见处理好二者关系的成效。其次，多姿多彩

的民族风俗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提供了

无穷无尽的资源，应该成为放大的亮点。民族地

区的民居、饮食、服饰、节日、语言、艺术形式等都

很有特色，完全可以拿来为新课改服务。比如饮

食，西南不少民族有腌酸的习惯，而腌酸的原理

与生物学知识有密切的联系，不仅能让学生摆脱

枯燥书本知识的局限，而且能增加学生对生活的

热爱，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文化影响教育、教育

传承文化，新课改为我国各民族通过学校的具体

课程传承本民族文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3］

第二，要妥善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在民族

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中处理好民族关系，对新课

改的推进有很大作用。首先要处理好汉族与少数

民族、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是所有关系中起全

局作用的两对关系。必须破除大汉族主义与城市

主义倾向，平等对待各民族和农村文化。尤其要

关注教材中的这种倾向，怎样在教材中融入少数

民族与农村文化，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其次要处

理好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也有人口多少

之分，在课改方面不应该向人口多的少数民族倾

斜，新课改的任务要求以相同的基本标准对待不

同民族，要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地推进

新课改。处理新课改中的民族关系，共生理论提

供了一条新路径：民族共生关系是一种多层面的

民族共同适应、共同发展的优化路径。［4］它强调和

谐与共生，对新课改中民族关系的处理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第三，要适当考虑固有的民族心理。由于文

化上的差异，不同民族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心理，

把握好不同民族学生的学习心理与道德品质发

展状况将对新课改具有相当的意义。民族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往往存在两种不良的心态：要么盲目

自卑，极度羡慕外面的世界；要么安于现状，不求

上进。这些观念往往从家庭交往中对孩子产生消

极影响，如果学校教育不从正面引导，使学生树

立正确的民族认识与心理，将对学生一生产生不

良的影响。而一些少数民族又有崇信宗教的习

惯，尤其像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已经

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处理不好宗教影响下的民

族心理，势必对新课改产生不小的阻力。有研究

发现少数民族学生记忆水平低于汉族学生，但其

在想象力、创造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新课

改推进过程中，怎样充分挖掘优势，培养少数民

族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培养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就

应当成为考虑的因素。

二、发展性与超越性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

新课改的发展性原则包含两个方面：首先，

新课改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及个性的发展，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其次，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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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是在不断推进与完善中的，它本身就体现为一

种发展的全过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也不

例外。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应始终将学生的

发展置于首要地位，将学生的发展作为社会发

展的助推器和最终目的，这也是新课改课程目

标的题中之义。问题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

改培养的人才需要有其独特性吗？笔者认为，人

才观的核心与本质部分，地方与中央必须保持

高度一致，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具有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5］这是

对人才的一个最基本的定性，是必须严格遵照

的。但具体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其相应的人才

标准是可以具有自己的特色的，比如培养民族

人才，就可以设定为“拥有丰富的本民族知识和

民族特殊技能的各种相关人才”，农村人才也可

以设定为“具有扎实的农业知识与农业生产技

能的新型农民”，这样的人才设定会更有针对

性，更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本身是一个不断

发展、向前推进的过程。近十年的新课改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更是这

样，它总是在磕磕绊绊中前进，始终遵循着这样

的一个发展路径：首先全部遵照国家标准实施地

方课改，然后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继而重

点着眼于自身的优缺点进行改革，最后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发展的课改推进之路。尽管当前民族贫

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更多地还是学习别人的经验，

但可喜的是，不少地区已经开始考虑自身的因

素，开始将自身的独特性置于新课改之中，尽管

这种尝试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其成效是

可以预见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就应该在

立足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将国家标准与地方实际

结合起来，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优势、

克服不足，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课改发展之路。
“发展”是新课改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本身强

调的是一种进步，但也不否认进步的同时所面临

的种种挫折与考验，这种考验在民族贫困地区农

村新课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始终以发展为

根本导向，以发展为最终目的，才能让新课改在

前进的过程中始终充满活力与动力。

（二）超越性原则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有个很大的客观现实，

那就是经济状况的相对落后。超越性是笔者提

出的一个较新的看法，笔者认为民族贫困地区

农村尽管经济落后，但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也仅

仅囿于这种落后的状况，其新课改应在立足现

实的基础上，挖掘优势，克服劣势，适度超越落

后的经济条件。

新课改明显受到地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

面，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给新课改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与要求；另一方面，经济水平与科技水平的

进步又给新课改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持。但

我们同时也看到，当前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经济

发展水平与新课改的关系长期陷入一个尴尬的

境地。经济水平的提高对新课改提出了新的要

求，但现有的地区新课改对经济发展的回应却很

滞后。尽管不少学校在教学硬件上充实了不少，

但是在教学软件的要求上却远远不能呼应经济

的发展。而且，广大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

展的相对滞后又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地区的新课

改，改革没有资金技术的支持难以取得成效，得

不到人才支持的经济发展又易出现发展的瓶颈，

这样的相互制约致使经济与教育都得不到更好

的发展。

新课改应该积极回应经济发展提出的种种

要求，既要立足现状，又要勇于超越，这表现在三

个方面：首先，既然落后的经济条件制约着新课

改，这些地区就应该敢于立足实情，充分利用已

有的经济条件来部分满足自己的课程需求。例

如，没有资金购置电脑的学校，不一定非要电脑

不可，这些学校可以利用学校其他的教学资源

（常规教学资源）进行课程改革，同样能取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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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其次，新课改适应经济的发展绝不是说

经济落后就只能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地变劣势

为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优势来丰富新

课改，这也是超越性最生动的体现。例如，利用丰

富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作为课程资源与教学素材，

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这能起到比完善硬件更好

的教学成效。最后，落后的地方经济不是让学生

固守落后，也就是说，新课改并不是不能增加先

进的东西。在物质条件还未完全改善的时候丰富

学生的精神条件是必要的，例如，让学生多接触

发达地区的教育信息，不仅可以使他们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也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与

自尊心，调动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这些都是超

越性的基本要求所在。
三、系统性与实践性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以往很多人都认为新课改只是简单的课程

内容的变革，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这一认识早已

被否定。新课改并不只是单纯地变革课程内容，

它涉及课程系统的各个层面，它是课程系统整体

的一次改革。把握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必须从整

体上认识并着手进行新课改，要改革整个课程系

统，既包括课程内部系统，又涵盖课程外部系统。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的系统性还要求地方

课改必须对“民族”“贫困”“农村”三个制约因素

作系统的考量，并要积极地与东部发达地区进行

课改合作，从整体上不断地推进新课改。

新课改是课程体系整体全面的改革，它涉及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资源、课程

评价、课程管理等课程的诸多方面，民族贫困地

区农村新课改必须从课程体系内部诸要素着手，

又要处理好课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相互关

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推进新课改。但并不

是说这所有的方面都是同时进行、同时着力的，

课程目标是课程体系各因素中的前提因素，地方

新课改需要在国家课程目标的基础上合理设置

地方课程目标，然后在地方课程目标的指导和预

设下进行新课改。而课程的其他方面尽管需要同

时考量，但还是有侧重点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

新课改往往最先关注地方课程的开发问题，而这

一方面又最先考虑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这是因

为地方课程资源的丰富性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

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条件，它为地

方课程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尔后，课程

的其他方面也在逐步的关注当中，比如说课程结

构的地域性构建，课程主体的地方意识培养等。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特殊性就体现在它的

三个限定因素上：“民族”主要强调人口的构成

（少数民族为相对主体），“贫困”主要涉及经济的

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村”主要涉及

生产方式（农业为主要产业、农业人口为主要人

口），这三个方面的规定性就使得民族贫困地区

农村成为一块相对独立且颇具特色的地域范围。
因此，这块区域就不能不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整体

考虑新课改的推进问题。以教学改革为例，民族

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的教学改革，既要符合基础

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的要求，又要照顾到少数民

族学生的特殊心理，做到因材施教；既要逐步运

用现代教学模式与方法，又要考虑经费不足、教

学资源缺乏这一客观现实；既要教授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又要顾及农村发展的现实，为培养新

型农民传授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民族贫困地区农

村新课改还“涉及多元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教育

的原有基础、民族心理等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才能取得所要达到的

预期效果”［6］。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还要借

鉴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必要时要主动与其

他地区进行课改交流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

展，才能真正缩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人

力资源发展与知识发展上的差距”［7］。

（二）实践性原则

新课改并不是一项纸上谈兵的理论工程，而

是一项实践工程，尽管它需要在正确理念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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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实践性原则即新课改必须服务于实践并且

能够被很好地实践，新课改必须能够培养实践性

人才，这种实践性要求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表现

得更明显。
首先，新课改必须指向实践，服务于实践，新

课改是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

新课改尽管更多地是在遵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推行适合自身发展的

新课改就不得不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将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并以实践为最终目的。这是地方

课改的最终出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目前

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能否将新课改实践下去的问

题，而是怎样实践，怎样更好地推进下去的问题。

这就需要地方课改各种主体力量做到量体裁衣，

因地制宜。实践性也体现为适切性，只有适应地

方发展的课程改革才能与实践结合，最终取得成

功。这种适切性表现为对地区实际状况的适切

性、对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才需求的适切

性、对学生发展的适切性。［8］实践也证明，只有最

终适应地区的发展，新课改才能少走弯路，大踏

步地前行。
其次，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最重要的任

务是培养农村人才、民族人才，这种人才更确切

地讲是实践性人才，是学成之后能够服务地方、

扎根地方的实践性人才。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关键

是要破除某些旧观念，比如说农村课改不应该培

养农民，贫困地区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尽量走出

去等，这些观念都会阻碍新课改的发展。事实上，

这些地区应该培养的是能够为地方发展服务的

人才，这就要打破原先的思维定式，将培养民族

人才、新型农民的目标与任务提上课改日程。只

有这样，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才能更好地为

实践服务，为地方发展服务。
总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新课改需要把握以

上原则，在地域性与民族性、发展性与超越性、系

统性与实践性原则的指导下，走一条更适合自身

发展的新课改之路。只有这样，民族贫困地区农

村新课改才会有出路，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具

独特性地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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