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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张轶超荣获 2017 年“全人
教育奖”，颁奖典礼上组委会为他颁发了
20万元的奖金。据说，这是民间为教师设
立的最高金额的奖项。

张轶超是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教师，他
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一个公益教育机构的创始人。

久牵是一个为来沪随迁子女提供课外
教育，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的公益组织。因
为17年如一日坚持做公益，张轶超这些年
始终没有逃离过媒体的关注。他曾先后被
评为2013年中国青年领袖、上海市杰出志
愿者。

作为上海平和双语学校的国际课程教
师，张轶超将不少城市里的学生送入了全
球一流学府；而在他所主持的上海久牵志
愿者服务社，他把那些游走在城市和农村
之间的穷孩子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更丰
富的教育资源，同样为一些孩子打开了通
往全球一流学府的通道。据说，先后有 8
位穷孩子与那些富孩子一样由此进入到国
外知名高校。

但在张轶超看来，这不是目的，他并不
想让出国成为这些孩子的唯一通道，尽管
每一位家长都渴望孩子赢得这样的机会。
张轶超希望通过久牵的课程影响，让这些
孩子柔弱的心灵变得勇敢而有尊严，进而
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人生的方
向，找到通往全新生活的通道。

“我一直把自由视为教育的核心。”这是
张轶超通常要强调的主张。在他看来，获得
自由的途径很简单，就是为孩子接引更多的
资源，打开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我们处在一
个封闭的环境里，获得的知识是被筛选过
的、非常单一的，你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你
在一个多元社会和开放环境里获得各种渠
道的信息，你才会加以选择和甄别”。

张轶超和他所在的久牵一直在努力创
造这样一个自由选择和开放的教学环境。

在双重环境中切换的“哲学家”

张轶超的生活一直与两类孩子联系在
一起，一类是流动儿童，通常被称为“穷二
代”；一类是国际学校的学生，通常被称为

“富二代”。
在平和双语学校和久牵教育机构，一

边是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的准留学生，
一边是连在上海参加中考资格都没有的流
动儿童。多年来，张轶超就是这样在双重
角色和环境中来回切换。

在平和双语学校的学生眼中，张轶超
博学广闻，是一位“有哲学家情怀”的教
师。而在久牵，他则用其温和有力的方
式，改变着城市流动儿童的学习方式和生
活方式。

白天的张轶超，与平和的“富孩子”们
待在一起；夜晚和周末，带领着久牵的“穷
孩子”放声歌唱。他想让“富孩子”们与“穷
孩子”们一起交往学习，让“富孩子”们触摸
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希望这两条几乎平行
的人生线路能够在一出发时就善意的相
交。但这一切并不那么容易。

与这些流动儿童的结缘，缘于10多年
前张轶超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2001 年，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
他，去江湾镇给蚕宝宝找桑叶，彼时的江湾
还没变成高档社区，处在一片荒芜破败
中。那里还是由臭水沟、泥泞过道、简易搭
建的木板房构成的世界，野蛮生长着的还
有，聚居于此的外来务工者和他们的孩子。

在这个揪心的环境里，张轶超看到了
横跨在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之间的鸿沟。
于是，他萌发了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的想
法。回到学校，张轶超便发起组建了一支
由复旦学子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主要工作
是给这里的孩子进行课外辅导。

2002年从复旦毕业，张轶超进入上海

平和双语学校担任国际课程教师。他利用
业余时间，使久牵的志愿者活动从来没有
中断过。

“这两类孩子之间的鸿沟是什么呢？”
他自问自答，“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具有巨大
的差异，导致他们在教育的街口变成了完
全不同的人”。

“我所做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不需
要靠关系或者靠钱才能遇到一个好老师，
因为这个世界上好老师总是稀缺资源。为
什么我们不去创造一些共享的东西，让每
个孩子都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呢？”这是在自
问也是在追问社会。

“放牛班孩子”开启的春天

2005 年，张轶超辞去了学校的工作，
开始专门做久牵的工作。

2006 年，张轶超看了一部法国电影，
叫《放牛班的春天》，张轶超喜欢这部电影，
尤其打动他的是其中的教育理念：音乐让
孩子更柔软。于是，他有感而发，决定成立
一支合唱团，取名“放牛班的孩子”。正是
这个合唱团，开启了“久牵”的春天。

决定始于这一年的7月。“那几乎是久
牵最困难的时期。”张轶超说，最初的资助
人撤资，最初的志愿者纷纷毕业……训练
了两个月，合唱队第一次登上了上海中福
会少年宫的舞台。第一次演出，“放牛班的
孩子”获得了 10 万元的捐助，也吸引了大
量专业志愿者，合唱团由此得以继续下
去。2012年，“放牛班的孩子”甚至登上了
上海东方卫视的春晚，与姚明同台表演。
合唱团的组建引起了社会关注，久牵也开
始逐步从一个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了一
个真正的公益组织。

今年1月7日，久牵在上海五角场街道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新年音乐
会。久牵“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写给十

五岁的自己》大合唱拉开了新年音乐会的
序幕，舞蹈、戏剧、乐器演奏……一个个精
彩的节目陆续登场，整个音乐会从策划、组
织到表演、主持，都是久牵的孩子，这让在
场的人们欣喜不已。

这几年里，服务社里的志愿者换了又
换，只有张轶超坚持了下来，与这些孩子一
起不离不弃，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但一路走来，张轶超的生活与这个群体紧
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久牵与这些孩子一起走过一条难忘的
路——

2002年，张轶超租下久千公寓一套房
作为活动基地，外来务工子弟有了交流活
动的空间；

2006年，张轶超组建“放牛班的孩子”
合唱团，这些孩子最终和姚明站上了同一
个舞台；

2007 年，各方志愿者纷纷赶来，音乐
课、艺术课、媒体课……孩子们接触到更为
广阔的天地；

2011年，久牵走出第一个被UWC（世
界联合学院）全额奖学金录取的外来务工
子弟，名字叫王新月……

王新月的脱颖而出为久牵的孩子打开
了一扇门。第二年，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
久牵学员都报了名。

久牵的孩子们大多来自安徽、河南、四
川、江苏、山东等地。2011年至2017年，张
轶超帮助 8 位流动儿童通过 UWC 考核，
获得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让这些孩子走
上了他的平和学生都在走的路。整整 17
年，张轶超的坚持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
弟看到，除了像父辈一样打工、开小超市，
他们的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

今天的久牵，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学
习，到职业教育的职业规划，再到升学辅导出
国留学，能够给这群孩子提供的服务越来越
多。张轶超尽其所能整合更多优质教育资

源，缩小横亘在久牵孩子面前的那条鸿沟。

“自由地探索，表达，创造”

这个暑假，为期10天的久牵夏令营聚集
了来自河南、安徽、云南等5个省份近300名
学生，他们一起完成了线下学习与线上交
流。线下学习中，学生们研习了18位历史英
雄事迹，通过时代因素、技术因素、个人因素
三个维度，了解英雄人物为什么被称之为英
雄，举行了热闹非凡的义卖活动。总之，10
天让孩子们遭遇了完全不一样的学习，从书
本知识到亲身实践，再从实践回归书本，在
搜集资料和实践中锻炼了孩子们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亲身实践等多项能力。

这样的课程设计已经成为久牵课程的
重要特色。张轶超一直在改进久牵的课
程，试图让孩子们在久牵可以遇见更多美
好的事物。

早期，张轶超为久牵的孩子们开设两
门核心课程，一是“读书课”，二是“成长
课”。按照张轶超自己的说法，读书课不上
课，而是给孩子们提供故事绘本、世界名著
等各种精心挑选的书，让孩子们在阅读中
遇见真、善、美；成长课也从不讲大道理，而
是让孩子们直面一个个社会问题，引导他
们去多元思考。

2010年，张轶超再次回到平和双语学
校教授TOK课程。TOK课程是一门对认
识过程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探究的课程，目
的是让学生逐渐习惯并运用批判性思维建
立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视野。这样的课
程实践为他不断丰富发展久牵的课程体系
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目前张轶超正在打造久牵的三大课程
体系：第一是基本课程体系与大图书馆计
划。久牵的基本课程有人文阅读与音乐艺
术两大类，包括人文、科技、技能与音乐、美
术。当然，上课不是唯一的形式，每年还有

各种项目和实践活动，如夏令营、回乡之
旅、缤纷假期、家乡拼图等。

“大图书馆计划”旨在打破学科知识的
分界线，建立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通过核
心要素、时间坐标、空间坐标三个维度把基
本知识点串联起来，构建起一个知识网络，
在“大图书馆”平台项目中激发孩子的自主
学习能力，学会批判性思考，拥有终身获取
知识的能力。

第二是全新的评估体系。从平和双语
学校的IB教学理念出发，张轶超取消了传
统教育课程分数的评估方式，推出新的评
估体系。该体系包含6个指标：探索能力、
表达能力、创新能力、技艺能力、社交能力
与领导能力。每个指标都有具体的量化方
式，细化到任何一次课程或项目中。这样
一来，对每个孩子的评估并不是由一次两
次的分数决定。每次参加完课程或项目活
动后，孩子都能在先前的课程评估基础上
累积得分，这样便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并清晰定位自己的所长所短。

第三是志愿服务积分体系。张轶超为
来到久牵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服务，相应
地，他觉得孩子们需要通过志愿服务置换获
得资源的机会。比如扫地、客服、支教……
他们会得到志愿服务积分，用积分兑换他们
想要的东西，比如一张音乐会门票。

“如果说为了达到平等，久牵去募集一
笔钱，让孩子们也能去迪士尼乐园玩，我觉
得这不叫平等，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善
心而已。”张轶超的思考总是更深一层，“我
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是真的平等”。

从课程到评价，从课本到实践，从整合
志愿者的师资到开发教育 APP，张轶超已
经构建起一个新型的、独立的“久牵教育模
式”。这一模式可以让这些流动儿童在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美术作品，不定期
参加音乐剧、儿童剧活动，走进500强名企
并且拥有实习机会。

张轶超的实践，其意义早已超出教育
公益组织的范畴。“久牵的使命不是给这个
群体贴上一块迪士尼的卡通创可贴，用那
么一点可爱与善心来装点这个世界。久牵
的真正使命在于，满足这样一些心灵对知
识的渴望，帮助他们获得实现自我的信心
与能力。”张轶超说。

今天的久牵更像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
校。“自由地探索，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创
造”是张轶超确定的久牵校训。他在一切
细节里给予孩子们选择权，让他们感受到，
探索这个世界是可以完全基于自己的意愿
来实现的。

久牵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张老师最
喜欢美国诗人希尔弗斯坦的那首诗歌《总
得有人去》，这首诗曾经刊登在孩子们自己
的刊物《小草在歌唱》上：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它们看起来有些昏暗，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八哥、海鸥和老鹰都在抱怨，
那些星星已经老旧而锈蚀，
想换新的我们买不起，
所以请准备好你的抹布，
和你的打蜡罐，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在2017年“全人教育奖”颁奖典礼上，张

轶超又一次清晰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让
每个孩子都可以不因经济条件、地域条件或
运气而在教育上受到差别对待，都可以通过
教育与司马迁纵论古今，与亚里士多德讨论
政体优劣，与祖冲之演算圆周率，与伽利略
观察星空，与亚历山大征战四方……基于今
天的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开发出一套跨
越空间、时间限制的智能化教育系统，从而
令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成为孩子们
的成长伙伴，让每个孩子可以自由地探索，
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创造……”

这是一种确认，人们更愿意将其理解
为一种行动。

推荐语
有哲学家的情怀，却行

走于大城市的棚户区。不
论是面对流动儿童还是准
备出国的学生，他都用最好
的教育点燃孩子们的自由
与梦想。他视负责任的自
由为教育核心，鼓励学生唤
醒内在的自我，以批判性思
维审视人类社会，帮助每一
个学生用勇气 、宽容与热
情，参与社会的改善，进而
寻求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张轶超张轶超：：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这几天，张轶超一直在为云南西
双版纳勐腊县勐腊镇龙林小学的学
生募捐支教资金。他与龙林小学309
名学生结缘已有四年，他将在这里进
行为期一年的支教。

志愿者为那里的孩子打开通向
世界的大门。孩子们与志愿者一起
学习音乐、美术，与各种有趣、美好的
事物相遇，学习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
未来。如今，第一批学生中有不少考
入当地最好的高中。更重要的是，这
些孩子内心深处的梦想被不断点燃、
唤醒。

张轶超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这
里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梦想。

有人问张轶超：“让这些山区的
孩子知道大城市的热闹繁华，却又无
法真正让他们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轶超的回答很简单：“这个问
题应该交给学者们来回答。然而，答
案并不在他们那里，而是在每个选择
去影响、去改变的人们手中，在你，在
我，在孩子们的手上。”

这就是张轶超。在他的世界里，
帮助这些儿童实现梦想就是自己最
大的梦想。

王泽方是张轶超的学生，2014年
通过久牵被UWC全奖录取，现在在美国
学习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王泽方说，

“久牵是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那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地方。”他对张
轶超的评价是，一个人愿意在你身上
无回报地花费很多时间，那足以表明
他是真诚的。

真诚，可能是张轶超身上最大的
力量，也正因为真诚，他成了孩子们
和媒体眼中最有魅力的教师。

17年如一日，张轶超在教育和公
益之间找到了可以自由切换和深度
融合的路。他对久牵的定位是，不把
课程做成一种对弱势群体的施舍同
情，而是努力把整合到的最好的教育
带给所有孩子。

向志愿者、魅力教师张轶超致敬。

张轶超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
教师，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创始人。

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老张是在
什么时候了，那时他还是我们口中
的张轶超大哥哥。那时大家一起排
队向他挑战打泡泡龙；他带着我们
走很远的路去新江湾“原始森林”抓
虫子、钓龙虾；五一假期带我们去公
园，拿着纸条玩寻宝游戏。后来久
千公寓因为扰民，我们被迫搬走。
没有了基地，周末几个小伙伴就聚
在我家。老张也会准时出现，穿着
一袭总像是不换的黑大衣，背着一
个大大的电脑包，和我们打牌、聊
天、看电影。老张那个大大的包就

像一个百宝箱，藏着影碟、球形的拼
图、魔术扑克牌、巧克力、圣诞节蜡
烛……我们读初中时，开始“亲切”
地称他老张。

老 张 也 有 暴 躁 的 时 候 。 跟 上
海学校招生办的教师吵架，为了让
我们不至于读完五年级就回老家；
跟小学校长吵架，为了我们这一群

来自不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能
在另外一所学校门口办一场新年
联欢会。

印象中的老张走路很快，常常
出一些关于海盗、过河的智力题目
难倒我们，爱跟我们讨论什么是公
平？说他为什么要做现在做的事
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老张一开
始更像是一个玩耍的伙伴，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叫他张
老师的原因。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学生
姚如惠）

因为爱，所以真诚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记者手记

老张印象

别人眼中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