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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韓國新村運動的教育本質

⊙ 張德強

 

一 新村運動的原始目的是教育國民

新村運動到底是一場經濟運動還是教育運動，首先需要考察其發起的原始目的，因為運動的

目的直接決定運動的本質屬性。國內學者多認為，新村運動的起因是自稱「貧農之子」的朴

正熙總統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為當時韓國鄉村勞動者與城市工薪階層的收入差距呈擴

大之勢，並且鄉村人口開始大規模向城市流動。1實際上，這種看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新村

運動的發起並不完全是基於經濟上考慮。2筆者認為，新村運動最初目的主要是為了教育國

民。

（一）對國民進行反共教育

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在蘇聯和中國的援助下，發展相當迅速，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

優越性。相比之下，韓國生活在所謂的民主體制下，但是經濟發展卻並不能使國民感到滿

意。特別是60年代後半期，朝鮮展開了咄咄逼人的對南攻勢，以此聲援越南抗美鬥爭。朝鮮

扣押美國「普韋布洛」號間諜船和襲擊青瓦台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朴正熙越來越擔心，這樣

下去將會被朝鮮「赤化」。尼克松主義出台後，朴正熙更是感到美國不可信。於是，他將對

國民加強反共思想教育，以此來抵禦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的威脅視為重要任務。在朴正熙

18年任期中，僅實施戒嚴、衛戍令和其他各種非常措施時間就達105個月（近9年）。3

（二）重塑國民倫理道德。

在朴正熙看來，從國外引進新的科學技術並不難，但是國民的倫理道德水平，如誠實守信、

官民平等、愛國愛民等，是無法通過金錢能夠購買並提高的。如果通過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活

動，並以國民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形式重新喚起和樹立被國民日漸淡忘的內在良好的社會

倫理道德，就會有助於建設一個更加健康有序的社會。只有在這樣一個有序的社會裏，國民

的潛力才能完全釋放出來，經濟也才能持續下去。朴正熙在60年代就曾開展過「再建國民運

動」，企圖盡快提高國民倫理道德水平，可因為沒有找到有效的教育載體，群眾參與熱情低

下而最終失敗。實際上，朴正熙發動新村運動還受到了朝鮮「千里馬運動」的啟發。

（三）培育國民的自立與協作精神。

1969年8月，朴正熙在慶北農村視察災情和指導生產自救時，偶然看到位於鐵道邊一個叫新道



1里的村子。這個村漂亮的房頂，整修完好的河渠，通往村裏平坦寬闊的道路和後山鬱鬱蔥蔥

的樹林等整潔容貌，讓他靈感頓發，聽了村民的彙報後，朴正熙覺得，應該讓國民都學習該

村自己動手、相互協作、整潔健身的精神。4朴正熙找到了進行國民思想教育運動的最佳載體

──新村運動。1970年4月，朴正熙在全國地方長官旱害對策會議上，正式提出美化村莊運

動。這就是新村運動的雛形。

二 新村運動的本質是新村教育

新村教育運動的展開可粗略分為三個階段：新村精神的醞釀和提出（1970-1971）；新村教育

的具體實施(1972-1979)；新村教育體系的形成和完善(1980年以後)。新村教育的實施主要是

從教育對象的擴大和教育內容的擴展兩個維度進行的。

（一）新村精神的醞釀和提出

新村運動作為一場國民教育運動，是圍繞著一種精神而展開的。沒有精神指導的運動很難凝

聚國民力量。朴正熙深知這一點，並努力去挖掘和發現一個可以動員國民奮進的口號。1970

年6月，朴正熙在參加全國「勸農日」活動時，首次提出農民要有「自助精神」，即農民需要

有自力更生的自立精神，否則農村永遠富裕不起來，國家發展也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在1971

年7月舉行的全國地方長官會議上，朴正熙提出各個道政府的工作目標是農漁民增產增收，並

教育農漁民「勤勉和節儉」。而在9月初召開的「每月經濟動向報告會」上，朴正熙又談到

「新村運動要有誠實的指導者，要具備『協同』精神」。協同就是合作的意思。1971年9月

底，朴正熙根據自己在不同場合對農漁民提出和強調的要求，正式概括出「勤勉、自助、協

同」的新村運動精神，這也就是新村運動旗幟上的三片綠葉所代表的含義。此後，韓國新村

運動都是在這三大精神指導下具體實施的。

（二）新村教育的具體實施

新村教育的具體實施主要指將教育對象由少數農民擴大到全民，將教育內容由農業知識擴大

到精神教育。正是通過這兩個維度的擴展，新村精神由口號轉化為實踐，並深入到韓國社會

的每一個細胞。

1．新村教育運動的對象向全民擴展。新村運動剛起步時，朴正熙對運動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並

不滿意。如全國只有不到一半的1萬6千個村莊較好地利用了政府發放的建設物資。朴正熙認

為，新村運動成果欠佳的原因在於村子領導人素質不高。要改善這一狀況，就必須提高這些

一線領導人的素質並糾正他們的態度。在朴正熙的指示下，從各郡選拔的首批農民於1972年1

月走進了「新村指導者研修院」接受為期兩週的「封閉」式教育培訓。朴正熙經常突然造訪

研究院和學員們一起聽報告、討論，甚至一起就餐。他發現，「結業生」思想變化顯著，研

修形式與自己構想的新村教育非常吻合。1972年3月，朴正熙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使新村運動和

新村精神的全民化5。於是，新村教育研修不僅擴大辦班頻度，還將教育對象擴大到社會各

界。

新村教育對象的擴大是以同心圓形式展開的。首先擴展到與新村運動有關的公務員，全國的

邑面長（與中國的鄉鎮長相當）、派出所所長，農協會長，郡守、副郡守（與中國縣長、副



縣長相當）等等。到1974年，企業界、知識界、各社會團體也加入到新村教育的行列中來。

朴正熙還要求政府的高層公職人員，如部長、國會議員等也與農民一樣接受新村精神教育。

據統計，從1972年到1980年，集宿教育（1-2週的集中住宿教育）學員有68萬人，而非集宿教

育（時間只有一天而不需要住宿）學員達到了6953萬人。由此可見，新村教育是名副其實的

國民教育運動。正如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副院長丁甲鎮所言：「新村教育因著力於啟發農村

指導者的精神而實施，落腳於所有韓國國民之精神教育。」 6

2．新村教育內容向全方位擴展。新村運動開始之初，其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傳授農業基礎知識

與技術、學習如何開展農協運動（農民的合作組織）、怎樣建設和美化新村、如何提高修養

等。通過對前三期學員的調查發現，學員們收穫最大的是通過學習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蹟等而

獲得的精神教養方面的東西，而不是農業實用知識。因此，政府決定將新村教育的內容逐漸

轉向精神教育方面，邀請更多的先進農民走上講壇，以增加先進典型事例教育的內容。

新村教育內容的擴展同對象的擴大是緊密相關的。比如在農村，通過成立農協，建農民會

館，把農閒的村民組織起來接受教育。特別是大量增加了「反共教育」內容，以防國民被

「赤化」。朴正熙執政時期還專門制定並實施了《反共法》，要求全社會都來學習並創作反

共文章、反共圖畫和反共歌曲等7。為此，朴正熙身先士卒，在他本人作詞作曲的《新村之

歌》中也強調努力工作的同時不要忘記英勇戰鬥8。

城市新村運動領導者走進研修院後，通過討論逐漸形成了城市「新村運動」方案，其主要內

容如，積極參加居委會活動，見了鄰居打招呼，自己門前保持整潔，不亂扔垃圾，在空地上

種花種樹，尊敬老人，遵守交通秩序等等。企業也根據自身特點開設了新村教育特色課程，

如開展健康的文藝活動，唱愛國歌等。並逐漸發展到提高職工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等方面。

在環境保護方面，朴正熙一直率先垂範。他每週六下午都和青瓦台的工作人員一起去北漢山

公園和溪水邊清理垃圾。在總統的帶領下，漢城的學生也在週末來到漢江邊，以實際行動開

展保護環境運動。各地方政府也紛紛行動起來，大興綠化和保護山林運動。一名外國記者曾

在70年代末期寫道：「在韓國，無論你走到哪兒都可發現，每一片土地都是經過人工精心修

理的，到處都乾乾淨淨，漂亮精製。」9

（三）新村教育體系的演進

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除了有穩定的教育對象、教育內容外，還要有固定的施教場所、教師隊

伍及穩定的經費支持。70年代後期，韓國新村教育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

隨著新村教育對象和內容的擴大，新村運動指導者研修院已容納不下越來越多的學員，於是

各種新村教育機關大量增加。最多時達到近百所學校。如，當時的農協大學、漢城電力公司

研修院、警察學校等都曾作為專門的研修院。國家農村振興廳和地方政府為了普及農業知識

和農村科技，還在中學或大學開設了大批附屬「新村學校」，或利用放假期間閒置的教育教

學資源對居民進行農業技術教育和相關知識教育。一些大學也打開大門，允許農民或當地居

民免費到大學聽課。如，位於大丘的啟明大學是第一個成立「市民教育委員會」並允許社會

人到大學聽課的大學。漢城大學於1972年還首次設立了廣播函授大學。在農村，農民會館遍

布每個村莊。農民既可以在這裏自娛自樂，也可以接受教育培訓。新村教育在向城市和企業

擴展過程中，規模稍大的企業在內部都建立了培訓機構或研修學校。為適應當時各種教育訓

練的需要，私人或團體應也紛紛開始設立培訓學校，1975年時達到2977所，到1980年已達到



5854所10。至1979年朴正熙去世時止，新村教育已經形成了一個由新村運動中央會牽頭和分

布在全國幾乎每一個城市和郡的236個分支機構組成的運作體系。

朴正熙曾想把新村教育法制化，包括教育機關也要制度化，但最終未能推行。因為新村教育

的內容是以精神教育為主，若教員固定不變便不能保證他們始終以飽滿的熱情教化學員11，

因而其區別於一般的學校教育和其他公務員研修。在教師方面，大部分由農協組織負責選派

並培養，少部分從社會聘請，保證了新村教育的組織活力。在經費方面，除農協擔任所派教

員的工資等支出外，其餘均由國家專項撥款。

1980年12月韓國創建了新村運動中央本部，新村教育運動的主導權開始由政府轉到民間，也

標誌著新村教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此後，新村運動以漢城奧運會為契機，大力開展城市

「新村運動」，倡導城市生活新秩序，取得較好的效果。進入90年代後，新村教育雖然開始

走下坡路，但並未因此銷聲匿跡。近年來，新村運動中央會將教育內容和對象逐漸調整到社

區志願服務教育、民主市民教育、青少年訓練、企業經營改革教育、國民精神（同心同德）

教育及外國人新村教育等領域。在韓國歷史上，利用新村教育對成人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教育

和培訓還是第一次。

三 重塑國民意識是新村運動的最大作用

學者們對新村運動的評價一直存在著巨大分歧，特別是在新村運動的經濟作用方面。有人認

為，韓國新村運動創造了「漢江奇蹟」12， 縮少了城鄉差距。13但也有人認為，韓國經濟的

騰飛和城鄉差距的縮小功不在新村運動14。本文在贊同後一種觀點的同時認為，新村運動的

主要作用是教育，即新村運動是一場教育運動，它重新塑造了韓國國民的意識構造和精神風

貌。

（一）民族精神得以重塑

新村運動中倡導的「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精神已深深植入每個國民心中，並升華為韓

國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當時的調查顯示，農村居民「自助」程度由1970年的47.4%上

升上到1975年的76.2%15。至今，這種自助精神還滲透到韓國的大小企業中，像三星、現

代、LG等企業，為科技創新投入大量研發資金，引起世界矚目。特別是三星電子去年投入高

達54.4億美元16，展示了要通過「自助」掌握世界最前沿科技的決心。韓國作為一個資源貧

乏的半島小國，發展成為今天世界級經濟強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靠發揚國民、企業

的這種自助精神。來過韓國的人可能會發現，所有的國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奮努力、兢兢

業業、不辭勞苦，經常加班加點而無怨言，也詮釋了「勤勉」的精神內涵；韓國的協同合作

的精神更是為外人廣泛認可，特別是在1973年，韓國遭遇嚴重石油危機打擊，原油價格猛長

到以前的三倍多，對一個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石油完全依靠進口的國家無疑是雪上加霜。當

時正趕上新村運動開展第三年，全國上下團結一到，節約能源，最終戰勝了困難。1997年遭

遇金融危機時，全體國民的表現再次讓世人感動，他們表現出的不惜向國家無償捐獻黃金也

要幫國家度過難關的眾志成城的決心和意志及2002年「韓日世界杯」上表現出的「紅魔」精

神，都讓人深切地感到這個國家「協同」合作精神的強大。

（二）道德素養得以提高



新村運動通過在城鄉開展一系列教育活動，激發了國民積極的生活信心和態度，使全民養成

了遵守公共秩序、美化環境的良好習慣，形成了鄰里互助的共同發展意識。新村運動增強農

民對新生活的嚮往和信心，培養了他們嶄新的生活觀、衛生觀、法制觀及環保意識，使他們

很快適應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要求，走上「親環境型」農業之路。在城市化過程中，提高了

素養的農民也幾乎不用適應和教育時間就可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居民通過新村運動也增

強了鄰里間互相信任，溝通和理解，並真正體會、了解到「農心」，處處為農民著想，把農

民真正當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在全社會形成了支持「三農」的良好的氛圍。新村教育的結

果，使國民素養得以極大提高，對韓國可持續發展的貢獻更是無法估量。

（三）民主意識得以激發

新村運動通過各種組織積極動員男女老少參與到如何建設家園的討論中去，大大強化了國民

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儒家文化中，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向來令普通老百姓感到敬畏。然

而，新村運動通過讓官民一起學習和生活，迅速拉近了他們的距離，並提高了國民的平等意

識。官員在接受新村教育後也提高了自身的責任意識和民主意識，有利於民主政治和地方自

治的發展。

韓國前總理、新村運動中央會會長李壽成曾表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須要有載體，否

則大家只能空談而不會有實際行動。「新村運動」便是提高國民道德水準、文明程度和社會

凝聚力的良好載體。教育運動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借助運動這個載體達到了重塑國民意識

的目的。

四 新村運動對中國的三大啟示

新村運動的本質是教育，學習韓國新村運動當然是要學習它的教育精髓，以求在中國建設社

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有所教益。

（一）對加強我國的民族精神教育有重要啟示

加強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國民的精神教育，以及道德、法制、秩序和環境教育，是一個國家

通向文明發達的必經之路。韓國通過「勤勉、自助、協同」的新村教育，使國民素質有了很

大提高，為其日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我國目前也處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時期，但是嚴重的環境問題，商業失信問題和致富後的

精神缺失問題等都在阻礙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

設的同時，必須更重視民族精神的教育。這不僅是個緊迫的現實課題，也關乎到新農村建設

的成敗，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能否實現，更關係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當然，中國有

中國的國情。我們在開展社會主義「新村教育」時未必需要照搬韓國「穿統一服裝，一起唱

歌，一起做早操，一起討論」的方式。新的時代要求我們超越歷史，探討新形勢下如何加強

民族的精神教育問題。

（二）對構建我國終身教育體系有借鑒意義



新村教育的推行是終身教育理念的一次大實踐。新村教育運動刺激了終身教育理念在韓國較

為廣泛的傳播。除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外，在當時為輔助新村教育的推行，全國各地

興建了大量圖書館，為韓國新村教育奠定了堅實基礎。1980年韓國將終身教育內容寫進了憲

法，還於1982年通過了《社會教育法》（1999年改為終身教育法）。通過教育來轉變農民的

觀念，建設美好家園；家鄉建設好了，交通發達，信息發達，又會促進觀念轉變。遠程學

校、廣播電視學校等各種教育系統又會像觸角一樣延伸到農村每個角落。韓國建立和完善終

身教育體系的做法給了我國很好的啟示。

我國已經把構建終身教育體系作為國家發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國務院就提出了

「2010年我國要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的宏偉目標。建立終身教育體系的重點和難點在

佔近70%人口的農村。農村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應該借助國民教育體系的力量，發揮這些教育

機關的中心輻射作用。雖然農村的高等教育機構較少，可中小學校很多，可以借助並利用中

小學校的教育資源，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在農村地區應適當建立實用技術學校，也可以設立

一些高等學校的分校或培訓部。在師資上應提高農村教員待遇，也可以採取招募培訓志願者

的辦法，補充一些富有活力的師資。國家還需要制定相關政策以引導企業的積極參與和支

持。

（三）對我國制定和落實教育政策有示範作用

韓國在新村運動時期提出了「教育立國」戰略，據此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教育政策，以推動

國民教育的發展。在教育法案方面，韓國國會1970年通過了《教育稅法》17。新村運動擴展

到城市後，政府又推動出台了《企業員工培訓法案》18。儘管當時人均收入還是較低，但國

家對教育投入的熱情很高。1970年教育的公用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到3.5%，在世

界銀行統計的126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9位。韓國政府同時也大力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和企業

法人投資教育事業，以彌補政府興辦教育的資源不足。此間，韓國首先對農村、漁村和島嶼

地區的小學全部實行免費教育。對初、高中生的學費也實行一定的減免，並提高農漁村學校

教師的待遇。大學在招生時都必須錄取一定比例的農村考生。不僅免除他們的全部學費，還

可獲得政府提供的獎學金19。

中國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提出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但在經費支持力度上，與韓國相比差

距較大，口號多於行動。1993年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世紀末要實

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的目標。但到了2000年，我國財政

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僅為2.87%，遠未達標。其後的幾年狀況有了好轉，財政性教育經費

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實現了連續的增長，2003年達到了3.28%，但令人遺憾的是2004年

又出現了下滑的趨勢。在對待農民問題上，認識還不統一，政策上缺少傾斜，對農村和農民

教育投入更是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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