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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摘要〕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是法国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他本人生活经历的产物 ,它是裴氏对近

代资本主义民众教育的乌托邦式构想。其中 ,技术训练和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实施方式 ,通过理性治家教育培养民众

资本主义精神 ,是近代西欧实现由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发展的一种教育学解释 ,对于今日中国如何

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仍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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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斯泰洛齐 (1740～1827) 是瑞士著名的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所处的时代 ,正是瑞士由封建

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 ,农民遭

受封建主、旧教会和新兴资本家的双重压榨所形成的

贫困、愚昧和奴性促进了具有深切同情心的裴斯泰洛

齐的思想发展 ,形成了他通过教育来发展人性从而改

造社会 ,消除农民贫困、愚昧和奴性的教育理想。这

反映在其早期代表作《林哈德和葛笃德》中。而他的

农村成人教育思想则是这种理想的最直接表现。由

于时代和作者自身的局限性 ,他不能真正认识农民贫

困、愚昧和奴性的客观原因 ,因而也就找不到实现他

的教育理想的根本途径。因此 ,这种教育理想只是一

种乌托邦式的天才构想。但是 ,它是欧洲现代成人教

育的思想先声。真理往往孕育于最初的萌芽之中。

探讨西欧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裴斯泰洛齐对农村成人

教育的思考 ,对于今日中国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仍有

重要启示。

一、裴斯泰洛齐农村成人
教育思想的根源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于他

那本成名作《林哈德和葛笃德》里。该书的内容和特

色是它通过乌托邦式的构想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教育

信念和理想 ———通过民众教育来发展人的智慧和品

性 ,缓解农民的贫困 ,打开他们的眼界 ———“看到他们

的使命 ,他们生活的价值 ,以及他自身被埋没的心

灵”。[1 ] [1 ]但是这种思想不是凭空想象的 ,而是作者

所处时代的特点和个人主观生活经历的产物 ,确切地

说 ,是卢梭的启蒙思想与裴斯泰洛齐帮助农民的渴

望、爱心及其实践的结果。

卢梭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对民众教育要求的反映。18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工

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资产阶级在政治

上、经济上逐渐取得了地位 ,但实行蒙昧主义教育的

封建主和天主教势力仍很强大 ,农民依旧处于贫困和

愚昧之中。工业发展对民众技术教育的要求和取得

民众的政治支持促使资产阶级必须改变民众无知无

能的状态。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 ,入城成为产业工人

的农民无论技术还是观念上都得改变以适应社会的

变迁。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创造的变革年代。而此

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

革后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其代表人

物卢梭、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都有着通过教育复苏

民众理性 ,发展民众品性以改变现存社会的信念。由

此导致了民众教育的兴起 ,成为现代成人教育的早期

形式。这既是那个时代要求的反映 ,也是裴斯泰洛齐

教育思想的客观依据。故而 ,不少学者把卢梭称为裴

斯泰洛齐的精神之父。

裴氏农村成人教育思想也有其主观思想的原因 ,

这就是裴斯泰洛齐本人的生活经历。他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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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当时瑞士是一个山区小国 ,

农业由于文艺复兴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处于根本

性的变革之中 :传统的“三田经营法”由于引进新的植

物和使用化肥变为轮作制。但是 ,越来越重的苛捐杂

税使得土地的大部分收成不得不用于交税。而且人

口不断增加使可耕面积普遍相对减少。当时兴盛起

来的纺织业和钟表制造业等工业吸纳了部分无地农

民 ,但工业生产不仅没有使农民相对富裕起来 ,反而

对无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加强了剥削。[1 ] [119 ]加上连年

宗教战争及起义叛乱 ,农民仍陷于贫困和愚昧的泥淖

之中。正是农民的这种贫困状况 ,激发了裴斯泰洛齐

要帮助农民的真诚愿望。1762 年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和《爱弥尔》出版 ,卢梭的政治和教育思想与裴斯

泰洛齐想真正帮助农民的渴望联系起来 ,便产生了

《林哈法和葛笃德》,在书中裴氏批评了旧教育落后于

时代发展的蒙昧主义实质。

在此基础上 ,裴氏提出了其独特的贫民教育思

想。他认为 :“贫民教育不是‘脱贫致富’的教育 ,而总

是一种‘在贫穷中教育穷人’的教育。”[1 ] [120 ]这种见

解的深刻之处在于 :贫穷教育就是让贫困的农民承认

现实 ,首先习惯现在穷的生活 ,但是 ,穷不失志 ,贫穷

教育就是“要帮助贫困农民学会利用自身所处的困

境 ,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中 ,发挥自己的内在的潜力素

质 ,奋发图强 ,这不仅要使自己富裕起来 ,更主要的是

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1 ] [121 ]换句

话说 ,贫民教育应致力于农民观念和精神的改造 ,使

其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成为自强不息的人。可见 ,

这一思想正是针对解决农民的劣根性 ———一种精神

贫困而提出来的 ,并且贯穿于他的成人教育思想的始

终。

二、农村成人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及其实施的政治、宗教前提

　　在猛烈抨击农村愚民教育及其劣根性的基础上 ,

作者提出了自己以教育改革来振救堕落农民的美好

设想。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便是卢梭的自然人性论。

卢梭认为 ,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 ,在自然状态下 ,

人人都享受着这一天赋权利 ,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

之后 ,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

象 ,从而使人失掉了自己的本性。于是 ,他把爱弥尔

带到远离城市的纯朴的大自然中进行教育。裴斯泰

洛齐重新解释了卢梭的人性论 ,认为人具有据情欲来

攫取需要的天性 ,“如果不加拘束任其自然发展 ,则愚

昧、强暴、猜疑、危险、寻仇、残忍等性格”[2 ] [330 ]便会

摧毁社会 ,但是 ,人又具有天然能动性 (天赋自由) 。

因此 ,裴氏没有象卢梭那样逃避现实 ,而是提出改变

社会的主张。成人是社会的主体 ,通过教育改造成人

的劣性 ,发展其本性 ,从而改造社会。作者采取的改

造措施便是坡那镇新政。新政其实是一种移风易俗

的乡民改造教育。这真正体现了作为非正规教育的

成人教育的特点。

三、农村成人教育的目的、
内容和方式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是和《林哈德和

葛笃德》中的新政措施紧密相连的。新政的措施和目

的是“在于通过法治的机构和事先的考虑 ,训练坡那

镇人们 ,改正他们由于放任的天然生活所造成的差

错 ;要将失去教管而处于贫贱地位的人们 ,培养成为

身心健全、工作熟练而有家庭幸福的人民 ,把人民过

去的堕落腐化、愚昧、粗心、怠惰、不仁不义等性格 ,改

变为忠心、坚定、仔细、良善、互信等品质。”[2 ] [309 ]其

中 ,“训练”和“教管”便是农村成人教育的两大内容。

因此 ,裴氏新政的目的也就是农村成人教育的目的。

其重点放在改造农民劣根性上。下面简略阐述裴斯

泰洛齐所构想的“训练”和“教管”的内容和方式。

1、农村技术训练。

裴斯泰洛齐把农村技术训练作为农村成人教育

的重要内容 ,设想通过工艺来提高人民的生活 ,解除

乡民贫困的桎梏。前已有述 ,裴斯泰洛齐专门学习过

新农业技术 ,但他十分清楚 ,单靠农业或以农为主的

时代已经过去 ,人们必须学会随大工业而来的新生产

方式。因此 ,他所设想学习的技术既包括纺纱等新工

艺 ,也包括农业新技术的运用。农民的技术训练由政

府派人主持 ,并聘请当地各行各业的熟练人才任教指

导生产技术。教学内容包括耕种、畜牧、纺纱、开矿

等 ,力求做到密切联系农民实际。教学方式上 ,裴斯

泰洛齐重视使教学内容与当地农民生产实际紧密联

系 ,并且在田间地头亲自指导。裴斯泰洛齐认为 :“乡

民们对于农作 ,只凭先生们空讲理论是学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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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们需要的是 ,先生们用实实在在地做给他们看 ,

要拿实际的东西教导他们。”[2 ] [403 ]这种教学原则至

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2、农村道德教化。通过教育发展人性从而改造

社会是裴斯泰洛齐的理想。如前所述 ,裴氏认为宗教

的蒙昧教育和农民的劣根性是造成农民贫困、愚昧的

原因 ,因此 ,他非常重视对农民的精神教育。在这本

小说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发展农民理性、改

造农民劣根性、培养现代公民社会所需的品质和观念

的农村道德教化的构想。这是裴斯泰洛齐所构想的

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具体实践。这个构想采取了政

府、宗教、家庭三方面协力合作的教育模式。

(1)法制教育。裴斯泰洛齐认为 ,当人们处于愚

昧混乱时 ,应结合宗教等种种仪式利用外力来改变农

民的劣根性。这个外力便是坡那镇范围很广的立法。

新政的第一步便是订立法规 ,办训练机构 ,强制改造

农民的劣根性 ,培养公民社会所需的法律意识。立法

的内容包括督促生产、理家薄册、禁止借贷、禁止淫

乱、禁止盗窃等 ,以限制农民各种天然欲望的恶性发

展 ,使自然欲望具有适度满足又不逾越正轨。这是由

裴斯泰洛齐的人性论推导出来的。法制教育的内容

主要是让乡民了解各种规章制度 ,明白自己的权利和

责任 ,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做 ,恢复其本来的理性和羞

耻 ,从而“改变坡那镇民以往难驯的粗暴野蛮习性 ,把

人们从本能的基本欲望的迷失上挽救过来 ,使人们在

公民社会的轨道上受到良好训练。”[2 \ 〗[409 ]法制教育

的方式并不是墨守成规 ,而是结合乡民生活实践采取

各种形式进行道德教化。例如 ,创立坡那镇初级法庭

的诉讼程序 ,进行现场示范教育 ;随时派刑警去检查

各家理家情况 ,并根据每一公民使用的理家薄册来实

行奖惩 ;举行四季联欢会 ,用“人民游戏”来禁止淫乱

等等。在农村成年百姓中强调法制教育是必要的 ,因

为教育的对象是积习难改的成年人 ,只有这样才能有

利于后继教育和技术训练的顺利进行。

(2)宗教教育。裴斯泰洛齐认为 ,光靠技术训练

和立法是不够的 ,还应靠新教来协助公民训练以提高

人民的品质。如前所述 ,裴斯泰洛齐深刻揭露了旧宗

教的教阀专制的迷信流毒。但是 ,他认为宗教又是人

民教化中所必需的。不过 ,真正的宗教是改革后的新

教 ,是对乡民生活具有指导作用及寄托心灵的新教。

真正的宗教应能使人民“从信仰中明白身心的修养有

助于现实生活的提高。”[2 ] [415 ]宗教教育应和智力训

练严格分开 ,专门设置宗教课程。在教育方式上 ,宣

教布道是重要的方式 ,教堂仍是重要的教育场所。布

道已摈弃了繁文缛节和虚妄的内容。牧师本着自然

务实的原则 ,采取“人民座谈会”、“净心教育”等形式 ,

“将日常生活的细节结合于宗教课程 ,指出把信仰上

帝的力量转变为行为的重要性 ,并从各方面指出政府

一切设施的优点在于保证人们有为人和理家的智慧 ,

使得爱上帝和爱人类的最大理性变为现实。”[2 ] [415 ]

例如 ,牧师根据农民精神、农民秩序 ,结合各个人的情

况 ,确定人民圣餐节日的生活。在圣餐节上 ,牧师布

道采用正反事例和人物的对比来对教师、首事、老人、

青年、家长进行“净心教育”,使每个人明白自己的责

任 ,从而达到“教化人民负责尽职 ,消灭轻浮、粗率、言

行不检等劣习 ,努力提高人民的品质 ,消灭各人的弱

点。”[2 ] [468 ]

(3)农村家庭教育。裴斯泰洛齐特别重视家庭教

育。他认为 ,家庭是社会的准确比例尺 ,改造社会应

从家庭改造开始。在过去 ,下层家庭的当家人从没有

认真考虑过自己的生活 ,一向是稀里糊涂的度日。家

庭理财也是既无计划也无预算 ,花钱不问青红皂白 ,

随手花光 ,收入越多浪费越厉害 ,结果家道败落 ,形成

堕落品质。因此 ,裴斯泰洛齐设想了通过使用理家簿

册和“经济明镜文件”,在政府协助和督促下 ,各家各

户学会有计划地、理性地治家理财和安排生产 ,养成

精细准确和节约储蓄的习惯。他认为这是新兴企业

发展的根基 ,是工商企业所需的气质和精神。

我们不难看出 ,裴斯泰洛齐构想的家庭理财教育

实际上是教会乡民治家理财的方法 ,养成勤勉节约的

习惯 ,使人们变蒙昧为理性 ,变依附为自主 ,从而改变

堕落的品性。家庭是形成人的价值观、道德和态度的

重要场所 ,因此 ,注重这个社会细胞的教育改造是自

然的和必要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

义精神》中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便是强调通过合理的

精打细算来有计划地积累财富 ,例如记帐和长期规

划 ,同时节约储蓄 ,积累资本 ,而不是胡花乱用。这也

是裴斯泰洛齐实施农村家庭教育的目的。这反映了

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历史必然。韦伯的这种解释证

实了裴斯泰洛齐农村成人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这

种资本主义精神便是裴氏所想象的“公民社会的公民

品质”。这种品质一旦形成便必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

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通过以上两大类教育措施 ,裴斯泰洛齐不仅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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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掌握新工艺、新技术 ,更要改造农民的观念和精

神 ,使其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成为理性的、自强的

人。

四、农村成人教育的管理问题

裴斯泰洛齐设想的农村成人教育并非正规的学

校教育 ,只是一种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这种教育是由

政府直接管理的。裴斯泰洛齐构想设立镇参事制来

管理和实践成人教育。镇参事由政府征聘 ,大多为有

一技之长的各种专业的熟练人才 ,称为“人民师傅”。

不同的技术设置不同的参事来主持训练农民的耕种

和工艺技术。例如 ,聘请长于种植玉蜀黍的农民任镇

参事 ,主持训练种植玉蜀黍的技术。并且 ,每一个参

事手里配发一本镇参事薄 ,记载了县府土地粮产薄和

户口登记薄有关的内容 ,作为镇参事教学的依据。同

时 ,选择两三个年轻好学并已有专业基础的人作为老

参事的徒弟 ,以作后备师资。另外 ,选举男女里巷负

责人一起参与理家学艺的管理。这样完备实用的管

理系统成功地维护着农村教育的进行。

关于教材和课程问题 ,裴斯泰洛齐本着因地制宜

的原则 ,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进行成人教育。他批评

那种“让农民学一些物理化学是无伤的”观点 ,认为农

民耕种是最实际的工作的 ,“如果你引导农民离开本

业 ,好高骛远 ,便注定要失败。”[2 ] [468 ]对成人的教育

应该有循序渐进、踏踏实实的风格。他认为最好的教

材便是理家薄册和经济明镜文件等小册子 ,农民从中

学到了自己应该学习的东西。

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师资问题。上述的镇参事、牧

师都是成人教育的教师。关于教师资格 ,他认为 ,担

任农民教育的人 ,并不一定要“样样精通、件件全做”,

重点“在于抓住理论 ,掌握思想 ,贯彻于行动”。[2 ] [467 ]

如果教师先靠自己学好农民的专业 ,再去教导农民 ,

那是笨拙的老师。当然 ,这种思想在科技发展迅速、

专业分工细致的今天是值得商榷的。

五、裴斯泰洛齐农村成人
教育思想的意义

　　11 历史意义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是近代欧美顺

利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教育学解释。

裴氏农村成人教育思想不仅构想了授予农民在新型

社会里生存生产的新工艺 ,而且着重阐述了对农民的

道德教化以改造农民的旧观念和精神贫困问题。社

会转型必然带来技术、思想、道德的一系列变迁和更

新。农村是封建农业社会的基础 ,如果不对其彻底改

造 ,必定会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受到旧思想观念的

制约而步履维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 ,不仅需要产业

劳动力 ,更需要改造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的进

步 ,包括物质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三个层面的进

步。英国采取野蛮的手法强行圈地改造农村 ,但没有

进行精神层面的“圈地运动”,结果一百年后才形成带

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君主立宪制度。而清教徒们在美

国实践了自己的“美好社会”的理想 ,法国资本主义启

蒙思想在这块没有封建思想负累的土壤上茁壮成长 ,

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楷模。可见 ,社会的转变 ,更重

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上述的技术的训练、法制教

育、宗教改革和治家理财的家庭教育对民众的观念和

精神的改造 ,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培养。这样 ,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折射出了西欧近代

社会转型时期非农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的技术、道德

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因此 ,我们可以说 ,裴氏的思想

从教育学的角度 ,对这个转变及其发展作了一种思想

解释。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也是近代成人

教育的思想先声。教育改造社会 ,即造新人创新社

会 ,是近代西欧许多教育思想家的一致信念。通过教

育来发展农民的能力、品格和人性 ,从而改造社会 ,这

是裴斯泰洛齐一生都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的农村成

人教育思想便是这种理想的早期大胆阐述。通过以

上分析可以看出 ,裴氏进行农村成人教育的目的很简

单 :改造农民的贫困、愚昧和奴性 ,实现个人和社会的

改造。这也是现代成人学者如哈伦贝克 ( Hallen2
beck) 、古德曼、保罗·弗莱雷等人所持的观点。例如 ,

哈伦贝克认为 ,“在社会危机产生的时代 ,社会就强调

成人教育 ,在需要适应社会时 ,社会就转向成人教

育。”[3 ] [67 ]近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为成人教育

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裴氏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来自

其个人的农业学习经历和不成功的实践总结 ,反映了

当时社会历史的局限性 ,虽然具有比较简单、直观和

非科学的特征 ,但它是一种天才的乌托邦式的构想 ,

表达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 ,一个真诚博爱的教育家

寻求真理 ,敢于探索的奋发精神和用教育改造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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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业社会的繁荣来驱除农民贫困、愚昧和奴性的善

良愿望。

2、现实意义

裴氏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下的农村成人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具体体

现为 : (1)农村成人教育应因地制宜 ,从农民的实际出

发 ,处理好富之与教之的关系。当前我国农村成人教

育的目的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其根

本在于对农民现代素质的培养。而成人教育的一个

显著特点便是功利性。法国学者 H·孟德拉斯指出 :

“传统农民对祖传的土地有一种浮夸的情感依恋 ,农

民从其长辈那里学会种田 ,并逐步建立起自己是唯一

熟悉自己田地的人的自信 ,确信只有自己才能种这块

土地 ,任何人在这方面都不能给他实质性的影响。[4 ]

这种情感和自信使他们如果没有看到新技术或新观

念在他的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积极的效果 ,他们就没有

接受教育的愿望。这就要求农村成人教育必须结合

农民实际 ,从当地的市场和主导产业出发 ,进行因地

制宜的技术教育 ,把教学与农民的生产紧密结合起

来 ,通过试验和示范让农民看到甚至得到受教育后的

收益 ,才能为后续的教育奠定基础 ,即先富之后教之。

(2)观念、精神的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富之教

之虽有顺序先后 ,但并非同等重要。当前 ,国内对科

技层面的农村成人教育说的较多 ,这是必要的。但市

场经济经济体制的确立 ,其意义更在于“反封建”的含

义 ,代表了一种精神和观念的转变。正如裴斯泰洛齐

所言 ,农村成人教育更要注重对农民的“不甘于贫困”

的理性的和自强的精神的培养。因此农村成人教育

的观念教育便是一种培养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

观念和精神的教育 ,致力于改造农民的“小富即安、甘

于现状”等旧思想、旧观念。这就意味着农村成人教

育不仅要农民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经营和销售知识

等 ,而且更要重视市场经济观念教育、法制教育、新伦

理教育 ,培养其市场、法制、创业、自强等观念和意识。

这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这就要求在农村成人教

育的课程方面做相应的调整和安排。

(3)进行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协同实施教育的

制度创新。裴氏提出的法制教育和家庭理财教育是

一种重要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理性思维的培养 ,而其政

治和宗教改革的前提则要求农村成人教育要扫清思

想障碍 ,在政府的统筹下 ,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

尤其是良好的社会氛围。目前我国城市的社区成人

教育发展较快 ,而农村成人教育往往忽视家庭教育和

社区教育。因此 ,家庭、社区、政府和学校等教育机构

的协同合作进行农村成人教育不失为一种良策。关

键是要根据本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

形成四方合作教育的新制度 ,既有领导机构、人财物

基础 ,又有具体实际的课程与教学模式、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 　阿图尔·布律迈尔 1 裴斯泰洛齐选集 [ M ]1 尹德新译 1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1

[2 ] 　裴斯泰洛齐 1 林哈德和葛笃德[ M ]1 北京编译社译 1 北

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1
[3 ] 　达肯沃尔 ,梅里安 1 成人教育 —实践基础 [ M ]1 刘宪之

等译 1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61
[4 ] 　H1 孟德拉斯 1 农民的经济[A]1 张新平 1 农业现代化与

农业教育改革[J ]1 南京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9 , (4) 1
(责任编辑 　陈承)

On the Pestalozzi’s Ideas of the Rural Adult Education

ZHEN G Fu2xing
(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stitut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　Pestalozzi’s ideas of rural adult educ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Enlighten ment of Capitalism in French and his life

experiences , and conceives and Utopia for the neoteric mass education of the capitalism. In his ideas , the way of technologi2
cal training and moral cultivation , and cultivating the demotic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the way of rational managing the family ,

are kind of pedagogic interpretation to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georgic society to the capitalism industry and

commerce society. how to develop the rural adult education in China , can still benefit from the Pestalozzi’s ideas.

Key words :Pestalozzi ; rural adult education ; family education ; religiou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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