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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以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分析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办学实践的一个案例,即

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Pollard,１８６４－１９１５)在贵州苗族地区石门坎办学的历史,探讨这些教育实践对我

国民族教育从前现代教育阶段向现代教育阶段转变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从中总结其教育思想与理念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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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关怀

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为人类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人

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类群体的教育活动进行深入考察,探索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教育规律和特点,其目的是为人类社会实现

更理想、更优质、更有效的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方法.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特色,就是既认同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的人类具有广泛的共性,同时也承认

并尊重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性,因此而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反对种族主

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中国大陆的一位民族地区高校负责人曾总结道:“人类学的

理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无裨益.虽然人类学的不同学派各有短长与不足,但从人类学学科

发展的过程来看,对多元文化及其价值的倡导始终是学科的一个重要趋向.”〔１〕

具体到人类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我国教育学专家在分析教育人类学诞生的历史及其原因时指

出:“教育人类学在西方的崛起,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和工业

革命运动,人的主体性日益确立,人的发展日益重要,教育如何适合新社会发展、培养新型人才、以解

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备受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多元社会的崛起,需要教育人类学这种具有更综

合、更深刻功能的跨学科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和审视教育,提供新的教育认识,参与多元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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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索端智 SUO Duanzhi,“论 多 元 文 化 与 互 相 尊 重———从 人 类 学 的 多 元 文 化 观 谈 起 Lunduoyuan wenhuayuhuxiang
zunzhong:congrenleixuededuoyuanwenhuaguantanqi”[OnMulticulturalismandMutualRespect],in«青海民族研究»Qinghaiminzu
yanjiu [QinghaiJournalofEthnology],No．７(西宁 Xining,２００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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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致力于创建本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２〕以人类学研究及应用较为普及的美国为例,“人类

学家的参与是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以
此捍卫社会公正,是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３〕

对照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柏格理(SamuelPollard)在贵州苗族地区石门坎兴教办学的诸多举措和

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创办的教育事业正好体现了教育人类学所关注和倡导的多项重要内容.〔４〕

下文将从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交汇融和、新教改革和

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如何在低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社会普及与应用、人类学者所说的

“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如何更新并最终实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等几个方面加以

讨论.

二、对民族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尊重

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发现,两个或多个异质文化相遇触碰时,可能出现的局面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的状况:文化张力产生文化冲突、文化采借促成文化整合、文化融合导致文化变迁,但这些过程却经常

与令人遗憾和痛心的紧张、对抗、暴力、征服相伴随.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提出,历史上的政

治强势集团“通常有五种自上而下针对异质性文化的管理模式”,其中四种分别是“屠杀、同化、区域隔

离、整合”,其导致的后果不言而喻.她认为“现代社会所努力寻求的”较为理想和可行的模式是第五

种,即“实行文化多元主义”.〔５〕

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的体现,如何避免历史上的族群对立、撕裂、动乱等悲剧重演,让社会各

群体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保持开放、和谐,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一直是文化

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特别关注的课题.
作为传教士的柏格理清楚知道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历史,因为圣经详细记载了初期基督教会处理

外族传统文化问题的经过.公元第一世纪当基督教从犹太地区传到亚欧其他区域时,传教使者即面

对如何看待非犹太民族原有的历史文化的问题,归入基督教的外族信徒应否遵守犹太民族的宗教律

法、是否要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些问题在基督教内部曾一度产生争议,结果教会通过第一次耶

路撒冷会议作出决议,并向外族的基督徒致函表示:“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

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

禁戒不犯就好了.”〔６〕这说明,除了关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几项基本行为准则以外,非犹太裔的基督

徒无需刻意改变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更不必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成为后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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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增俊FENGZengjun,“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 Lunzhongguojiaoyurenleixuedexuekezhuti”[OntheSubject
ThemeofEducationalAnthropologyinChina],in«民族教育研究»Minzujiaoyuyanjiu [JournalofResearchonEducationforEthnic
Minorities],No．１(北京Beijing,２００８),２９．

陈学金CHENXuejin,“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教育的融合及其发展 Meiguowenhuarenleixueyujiaoyuderonghejiqifazhan”
[The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ofAmericanCulturalAnthropologyandEducation],in«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minzuyanjiu
[GuizhouEthnicStudies],No．２(贵阳 Guiyang,２０１４),１６５．

柏格理SamuelPollard、邰慕廉F．J．Dymond等,«在未知的中国»Zaiweizhidezhongguo [InUnknownChina],东人达

DongRenda、东 旻 Dong Wen 译 (昆 明 Kunming,云 南 民 族 出 版 社 Yunnan minzuchubanshe [NationalitiesPublishing Houseof
Yunnan],２００２)．

赛诺妮Ｇ隆E．L．CERRONIＧLONG,“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人类学作用»Duoyuanwenhuajiaoyuzhongderenleixuezuoyong”
[TheAnthropologicalRoleinMulticulturalEducation],李乔杨 LIQiaoyang、张培青 ZHANGPeiqing译,in«民族论坛»Minzuluntan
[MinzuTribune],No．４(北京Beijing,２０１５),２９Ｇ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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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向各地宣教时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近代来华的天主教、新教以及东正教大都如此.〔７〕

显然,柏格理也将圣经的上述原则应用于他创办的石门坎地区民族教育之中.例如,民族语言是

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也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这已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和基本常识.因此,柏
格理为苗族创造苗文,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是为扫盲和阅读圣经之便,同时也是让苗族文化从口传变

成文字记录,从而获得更好的保存并发扬光大.在苗文推广的过程中,柏格理根据本土文化而编写的

«苗族原始读本»,包括了苗族的历史传说、歌谣、民间故事,以及本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内容.
继柏格理之后,其他传教士和本土知识分子根据不同苗语方言继续完善和编创苗文,他们的苗文

创作给整个苗族地区带来了被后来一位语言学家称为“久远而深刻的影响”,被形容为“苗族社会发展

进程与我国近代社会历史巨变发生碰撞闪烁出来的火花.”这位专家研究黔东南山区传唱至今的用澳

大利亚传教士创造的苗文所编写的福音诗歌,发现“唱经诗中融入了苗族信众自己的生活,本土化、民
族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不禁让我们感叹,民间的草根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

顽强,它们以其特有的生命力潜滋漫长,绵延着那一息尚存的文化薪火.”〔８〕

除了扫盲教育和创办学校外,传教士在被视为其“主要工作”的传教过程中,也遵从同样的原则.
对于希望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申请者,柏格理只提出五项要求:

１．戒除鸦片;

２．戒酒、戒赌;

３．每逢礼拜日停止做生意;

４．不再畜养奴隶.

５．所有申请接受洗礼的人必须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考验,观察其行为是否因信仰而发生根本改变,
以此检验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实践基督教信仰.〔９〕

从上述条件可知,传教士关注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要改变本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

族特性.相反,他们在尽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可能的契合点.〔１０〕

三、基督教的科学教育观

在过往讨论石门坎以及其他地区教会学校的教育实践时,国内一些论者基于“科学与宗教必然对

立”的习惯观念,强调传教士办学只是作为其传教的辅助手段,认为在华教会学校取得的教育成就,只
是“无心插柳”的“意外”间接效果.这样的分析和结论忽略了对基督教教育理念及其历史的深入考察

和认识.
首先,从其个人的教育背景可知,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柏格理从小接受英国的公学教育,并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１７岁即考取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职位.当时的英国公学实行的是基督教教育,圣经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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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V．LOMANOV,“IssuesofChineseCultureandReligioninPeriodicalsoftheRussianEcclesiasticalMissionin
Peking(１９０４－１９１７)”,in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vol．１４(Helsinki,２０１８),１４３Ｇ１６１．

王贵生 WANGGuisheng,“黔东南老苗文的历史及现状的调查和研究 Qiandongnanlaomiaowendelishijixianzhuangde
diaochaheyanjiu”[InvestigationandResearchontheHistoryandPresentSituationofOldMiaoLanguageinSoutheastGuizhou],in
«凯里学院学报»Kailixueyuanxuebao [JournalofKailiUniversity],No．５(贵州 Guizhou,２０１０),５７．

格里斯 特 W．A．SIEGRIST,«塞 缪 尔  柏 格 理———在 华 传 教 士 的 开 拓 者»SaimiuerBogeli:zaihuachuanjiaoshide
kaituozhe [SamuelPollard,PioneerMissionaryinChina],东人达 Dongrenda、东旻 Dong Wen译,(北京 Beijing,中国文史出版社

zhongguowenshichubanshe[ChinaCultureandHistoryPress],２０１８)．
孟广林 MENGGuanglin,“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神(天)’人关系观”[Relationsbetween “God/Heaven”and Maninthe

ChineseandWesternCulturalTraditions],in«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yuxixueguojixuek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
WesternStudies],Vol．１０(赫尔辛基 Helsinki,２０１６),８５Ｇ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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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必修课,研读圣经所用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也是必学的语言,但学生同时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以及文学、戏剧、历史等人文科学,还有逻辑学、古典哲学等,严谨和高质量

的公学教育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也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教育、科技水平最先进

的国家之一.事实上,基督教教育不等同于人们所知道的神学教育或经院教育,后者专为培养教会神

职人员而设,前者则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办学理念的、面向社会大众的普通教育,而柏格理本人就是这

一教育的受惠者.不难理解,由于他对基督教教育有切身体会和感受,自然也认定这种教育不但适合

而且可以造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人群.
细看柏格理时代的英国基督教教育,我们需要了解和认识的是,经过近两千年曲折坎坷发展历程

的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到世界历史上科学技术文明和教育水平最高的时期,而现代科学正是

从基督教中孕育诞生的.〔１１〕正如清华大学的科学史专家所指出: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自然定律(自然

法)的原则、«圣经»关于统治自然界的命令等等,都为科学活动提供了关键动机和辩护,”“没有基督教

就不可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如果没有基督教和自然神学这个母体,科学是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

的权威认知地位的.”〔１２〕

到了柏格理接受教育的年代,以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

所奠基的现代科学体系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并且广泛普及到欧洲和北美的基础教育之中.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教育仍然属于基督教教育,是一种植根于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理念为指导原

则的现代普及教育,它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相适应.当时并未出现后来的“宗教与公立

教育分离”的情况,更未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的时候.
因此,作为一直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传教士柏格理,其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必

然冲突”的观念,相反,他相信两者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互相结合的.倡导、传授、普及现代科学知识,
消除愚昧和巫术迷信,既是传播基督教的必然需要,也是苗族地区从封闭落后的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

文明的需要.因此,在他创办的石门坎教育事业中,将现代科学作为学习的必要内容,是理所当然的.
这既不是偶然或巧合,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暂且借用的传教辅助手段.培养有信仰、有现代科学知识

技能及文明意识的新一代苗族人才,本来就是柏格理的办学目标.
基于这样的目标,柏格理办学所设置的课程体系是以基督教教育理念为原则、以现代科学体系为

知识框架、以当地社会实际需求为优先考虑的.这样的设置符合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有研究者将

柏格理的课程内容总结为五个方面———以人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扫盲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的课

程目标、“自下而上”的课程思路、“农业Ｇ科学Ｇ教育”相结合的课程实践、以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为标准的

课程评价.〔１３〕

实践证明,柏格理推行的这一教育模式,切实有效地回应了当地民族的真实需求,因而在短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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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时间内就大幅度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令偏远的石门坎山寨成为举世瞩目的“教育

奇迹”之地.〔１４〕

四、植根本土的教育创举

过去人们习惯性地将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育称为“西式教育”(与“中式教育”相对),而不是“现代

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对),因此不少论者更多着眼于其“外来性”,以凸显其来源的地域差异,却忽略

了它本身兼具的“国际性”和“本土性”.其实,只要对现代教育在中国(包括民族地区)落地生根、蓬勃

发展的历史过程、生长机理以及内在规律进行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就不难想象:若果仅仅是简单地

贩运和移植一种水土不服的“文化舶来品”,是不可能在土壤深厚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裕固族的教育人类学专家所言:“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研究是教育人类学

的核心研究主题,其根本论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１５〕若以教育人类学的

这一视角去考察柏格理实施的教学方法和设立的课程体系,即可发现:他虽然引进了基督教的现代教

育及其学科框架,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教会学校的模式.〔１６〕前述的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教学、教材

编写结合本地文化和生活等做法,其目的何在? 实际上,传教士们是在努力探索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本

土教育,这无疑是苗族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所有考察和研究过石门坎地区学校发展历史的学者,都
不会得出这些学校是英国学校而不是本土苗族学校的判断.〔１７〕

其实,柏格理只是将前辈传教士的首创应用于石门坎地区而已.这种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教

育模式,其源头应追溯至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柏格理的英国同胞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以及

由他所开创的近代华人教育事业.
马礼逊于１８１８年在南洋马六甲创办了面向华人的英华书院(TheAngloＧChineseCollege),此后

数十年间,英华书院一直是新教传教士开办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华人文教机构.该院从办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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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条件、师资要求,到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及形式等各个方面,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确立了最初的

基础.正如中山大学一位近代史研究专家所总结: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将中西方语

言、历史文化和科学的交流,与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书院的两个目标,可以说奠定了近代基

督教新教在华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思想.”〔１８〕此后,包括柏格理在内的传教士们,承继马礼逊开拓之

先河,在中国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妇女教育、成人教育、
民族教育等各个领域着力耕耘,促进了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的逐步形成和持续发展.

一位知名的文化历史学家将１８９５Ｇ１９２０年称为我国历史的“转型时期”,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
先启后的关键时代.”他提到这个时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内“新式学校”和“现代教育制度”
的兴起,具体表现在“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以高等教育为

例,截至１９４９年全国共有约１１０所大专院校,其中占五分之四的８７所都是创立于这个“转型时期”,
当中的２１所公私立大学“几乎包括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大学及学术思想重镇,”〔１９〕而这里面又有将

近一半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教会大学.毋容置疑,以现代教育为特色的各级新式学校,对中国的社会发

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现代教育虽

然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倡导并在中国土地上初创、实施,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教育而不是外国教

育,是中国教育从前现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是中国教育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的演变

和发展.〔２０〕它可以视为全球教育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中国教育和中华文明的异

质化,更不意味着中华各族文化将因此而断绝和消亡.

五、立足于差异性发展的人才培养

毫无疑问,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育人才.而民族地区的教育,当然就是培养本民族的人才.但

是,人才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回顾中国历史可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与实

践,并成为国人文化深层意识的一部分,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层层考试去

“选拔优才”.我国有教育专家对此评论道:“科举考试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造成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背

离,教育成了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发展的工具,”它“排斥和扼杀了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只是一代代

地复制着旧的社会制度,无力对新社会发展挑战做出创新性策应.”〔２１〕他同时指出,这种教育制度导

致人们习惯思维的后果就是:“不重视文化问题的教育研究,把所有的教育都看成一模一样,简单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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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考试,忽视了教育的文化性和差异性.”“偏重分数的教育观使教育难以摆脱小农经济的功名教育

体系.”〔２２〕

具体到石门坎教育的发展,人们谈论其历史成就时通常举出的例子就是:“从这里走出了世界第

一个苗族博士.”但是,若仔细分析产生“第一个苗族博士”的石门坎民族教育的具体实践经验,就可发

现:虽然柏格理本人就读的英国公学后来逐渐发展成当地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但他在石门坎地区推行

的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精英主义教育以及体现这种教育思维的应试教育,而是适合各个层

次和不同人群的、重视人的差异性的现代全人教育(又称素质教育).
柏格理显然借鉴了英国著名教育家爱德华思林(EdwardThring)在“厄平汉(Uppinghmn)公学

改革”中提出的两条重要教学原则:一是“意识到每位学生,无论聪颖还是愚笨,都必须得到个别关

照”;二是“为了有效地关照每位学生,学校必须具备足够的校舍和设施以确保广泛活动的开展.”思林

在其主导的公学改革过程中,坚持将基督教信仰教育与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相结合,注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性和学习的自主性,并积极推进体育运动等非考试科目的开展,强调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他明

确提出:“在我们学校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可做,我们不让任何学生掉队.无论聪明还是

笨拙,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教育和培训每一个孩子,这是我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３〕这个理念的推

行,令他主持的厄平汉公学从一间籍籍无名的乡村学校变成声誉鹊起的英格兰“名校”,许多优秀的毕

业生还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我们从“第一代苗族博士”朱焕章的成长经历、产生这位苗族青年才

俊的石门坎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管理及其最终取得的成就、以及朱焕章学有所成后拒绝在城市为官

而返回家乡从事山村教育的事迹之中,可以看到厄平汉公学改革的影子以及思林教育思想的成果

体现.
与此相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国家选拔上层统治精英分子”都是传统精英主义应试教育

的最重要特征,其方式是大量重复性的练习和层层加码的考试,而且往往还冠以“注重教学质量”之
名,但实际上却是一轮又一轮持久漫长的“淘汰赛”,不断将考试的“失败者”淘汰出局,却不注重学生

在非应试方面的其他能力和优势.
十九世纪从托马斯阿诺德(ThomasArnold)到爱德华思林的英国公学改革,恰恰是对他们本

国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乃至颠覆,以适应当时英国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受益于这一改革的柏格

理,则将他们的教育思想应用到石门坎苗族山村的办学之中.
换言之,“教育产出精英”与“精英主义教育”不是一回事.“第一个苗族博士”在石门坎的出现与

成长,只是柏格理推行全人教育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结果之一,而不是他最初的刻意设计和竭力

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在分析这段历史及其成就时不应倒果为因,误以为柏格理实行的是一种精英

主义的应试教育,不同之处仅仅是在教学内容上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改成圣经和新科学

知识而已,却忽略了新旧两种教育模式在基本理念和目标上的重要差别.

六、结语

综上所述,以教育人类学视角分析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办学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在民族教育

领域中的“柏格理教育思想”,除了其忠实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之外,至少还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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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尊重民族历史文化”、“注重全人教育”、“倡导科学文明”、“国际性与本土化结合”等多个方面.正

是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塑造了当年石门坎地方的教育形态,造就了西南苗族地区一枝独秀的“教育神

话”.
今天,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相伴

随的,是“文化多元主义”旗号之下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进步主义”“技术主

义”等各种充满争议的思潮和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流行和泛滥.这一系列思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类所

谓“政治正确”的主张,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当代教育,使之与马礼逊、柏格理等人所处的年代早已不可

同日而语.
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基督教与近代科学同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内

引发了中西文明交汇与碰撞的话题,置身其中的传教士们大都努力尝试“超越差异,探索文化的共通

之处”,〔２４〕但这种尝试并非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在总结国内过去

百多年来的争论时感叹道:“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

费了太多的时间.”〔２５〕跨入新世纪之后,继续重复这类争论确实未必能有效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２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中国教育发展始终坚持的

方向.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回顾柏格理在石门坎办学的历史,那曾经的辉煌里蕴含着丰富

的价值和宝藏,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和反省,使我们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及各种教育理念和文化

思潮的冲击面前,能够做出审慎而正确的分辨、应对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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