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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支教是当今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
途径。大学生下乡支教成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大学生支教对推动乡村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
用,但仍存在着弊端。本文通过分析支教对乡村教育的积极影响与反思当下大学生支教存在的弊端并提
出建议,从而完善支教体系,以此更好地服务乡村教育,这对支教事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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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and Reflec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of College Student
Supporting Education on R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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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ducation first. Supporting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today. College students go to the countryside to support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oday's society.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drawback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upporting education on
rural education and reflects on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of supporting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supporting education system to serve rural education, which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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