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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华经典进行全新解读，已出版
7部教育专著。

他上公开课，总是让教师现场点课，不
给自己留备课时间。

他开创了以“孔子教学法”为核心的
“中式教育”，让众多教师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

他就是河南省济源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闫合作。

领创“精神岗位”

卓越的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岗位。
对闫合作而言，职业技术学校的语文教

师只是其物质岗位，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精
神岗位——做唤醒教师职业生命的“现代孔
子”。这是他的人生梦想，他志在为中华文
化、中华教育的复兴尽心尽力。

20 年前，闫合作开始研读《论语》《道
德经》等中华经典。20 年来，闫合作基本
不看电视，每天晚上9点左右上床睡觉，凌
晨 4 点左右起床，阅读经典、读书写作，上
午 8 点以后投入一天的日常工作。“我的 7
本专著，都来自于每天早晨的 3 个多小
时。”闫合作微笑着说。

以闫合作的研究成果、著作、文章、学
识，求职位、评职称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
闫合作从不争名求利，总是退而远之。他
研究中国文化，深知不争之理，只愿默默付
出，天天成长。

在研读《论语》的过程中闫合作发现，
古代的注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需要，“不同时代对孔子的阐述都不一样，
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孔子”。闫合
作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他决心尽自己
绵薄之力，对经典进行全新解读。

因地处偏僻小城，资料匮乏，无师请
教，陷入研究困境的闫合作斗胆给北京
大学张岱年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
对《论语》的认识。信寄出后，闫合作很
快就忘了，他以为，92 岁高龄的国学泰斗
是不可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教师回
信的。

然而，一个多月后，闫合作收到了一
封来自北京大学的来信，信封右下角写着

“哲学系”。因为激动，闫合作拆信的手抖
个不停……

张岱年先生在回信中详细介绍了有关
《论语》注解的书，特别推荐了复旦大学蔡
尚思教授的《论语解读》……这封信给了闫
合作巨大的精神力量。

闫合作对张岱年先生无比崇敬，但他
在《〈论语〉说》一书中对经典的全新解读，
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然
而，他内心坚信先生不会不高兴，反而会感
到欣慰。

2500多年前，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我为什么不重温圣人的伟大旅程呢？”
2008年，闫合作决定重走孔子周游列国之
路：既想通过这种方式“亲近”孔子，又想以
此宣传他总结出的“孔子教学法”。

效仿孔子，闫合作也招收了“弟子”，
与他共走“孔子之路”。与孔子不同，闫合
作招收的弟子不是“贤人”，而是问题学
生，有的学习有困难，有的上网成瘾，有的
叛逆……

出发前，闫合作对孩子进行了面试，他
发现有些孩子内心并不愿意去，这样的强
迫“没意义”，最终确定随行6人。其中，最
远的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孩子高一
便辍学在家，痴迷传统文化，自学了二十四
史……

“都知道孔子因材施教，但很少有人真
正去实践。”闫合作称，此次重走孔子路，就
是要将他研究的孔子教育智慧与新课改结
合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此外，每到一处
他都做公益演讲，把自己的教育方法推介
给沿途的家长和学生。

竞创“国学补缺”

2006 年，闫合作将自己多年研究《论
语》的心得结集成《〈论语〉说》出版。因为
书中有些观点和解释与传统观点迥异，闫
合作一度成了新闻人物。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
不逊，远之则怨。”对于孔子的这句名言，闫
合作作出了惊世骇俗的解读：“女子”指女
儿，“与”在《说文解字》中为“赐与也”。这
里指嫁与。整句话可译为：“只有把女儿嫁
给小人，是最难相处了。亲近他则骄横无
礼，疏远他则怨怒。”

他的这一解读所引发的媒体热议，从
大陆传递到了台湾，就连马来西亚的《星洲
日报》也给予了关注。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是《论
语》的原文。

传统注释认为，“好学”就是爱好学习。
面对“你弟子中谁爱好学习？”的提问，孔子
说，他弟子中只有颜回爱好学习，可是早逝，
现在没有爱好学习的了。这就让人困惑了：
孔子弟子72贤，怎么只有一个热爱学习的？

对此，闫合作认为，这里的“好学”不是
爱好学习之意，而是“传承学业”。好是一
个会意字。作为会意字，“好”从女从子，指
女人生了孩子。女人生了孩子，可以传宗
接代，自然是美好的。因此，好的本义是

“生子”，生子而能传承。
对于整部《论语》20篇，闫合作都做了

重新注解：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许多人的

认识是，温习旧知识而有新的体会，就可以
当老师了。这种解释的影响很不好。温习
旧知识而有新体会，是人人都会有的，这样
就可以当老师了吗？其实，“温”是寻找的
意思。三国时期的哲学家何晏指出：“温，
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可以为人师矣。”
在这里，“故”不是指旧知识，而是指“缘故”

“缘由”。孔子本来的意思是，能寻找缘故，
知道根源，才可以为人师。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现代译文的大意是，告诉他方形的一个角，
他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再重复
去教他了。

在闫合作看来，孔子并不是这种意
思。孔子说的是，强调教师要注重课堂的讲

授能力，而不是指责学生的愚笨。“不复”不
是“不再重复教学生”，而是不再重复所举的

“一”。学生不能反三，是教师举的“一”没举
好，不要再重复，要换一种说法来讲。如果
你举的“一”能举好，任何人都可以反三。

《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
者也。”教育是来弥补学生之“失”的。如何
补“失”？不能直接补，不能盯着“失”来补，
要通过长善来补失。天天长学生的善，最
终学生就没有“失”了。因为天天要长学生
的善，教师就需要天天找学生的善、想学生
的善、看学生的善、说学生的善，学生也就
会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

闫合作的经典新解，既伴随有质疑的
声音，也赢得了不少专家的支持。有观点
认为是“国学补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张立文读了他的书后，曾专门给他
写信说：他的注解很好，很大众化，能让更
多的人接受。

开创“中式教育”

与许多专家培训教师不同，闫合作除
了讲座，还亲自给教师上“孔子教学法”的
示范课。在这方面，闫合作有一项让全国
教师惊叹的绝活：上公开课不提前公布上
课内容，而是走进教室让听课教师当场点
课，然后再当场作课。

记者跟踪采访闫合作时，曾见证过这
样的场景：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中的礼堂
里，台上几十个学生和台下近千名教师在
安静地等待上公开课的教师走上讲台。

“到现在为止，今天的上课内容还没有
确定。我知道在座的大部分是中小学语文
教师，请你们任意点课。”闫合作拿着话筒，
边走边说地上了讲台。也许是感到意外，
甚至是不敢相信，台下的教师们迟迟没有
动静。闫合作又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
遍，台下仍然没有人站起来。尴尬持续了
一分钟，终于一位年轻男教师站了起来：

“我想请您上《藤野先生》……”点课的教师
落座后，闫合作就开始上课。

下课时，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
闫合作转身走下讲台时，掌声依然热烈
……

闫合作之所以敢让教师现场点课，是
因为他研究的“孔子教学法”大道至简，其
内涵可概括为“一句话，两件事，三种效果，
四条标准”。

一句话是指“学而时习”。闫合作认

为，学习包括了学和习，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习比学更重要。学相对较简单，听了、
读了、看了就是学，然而要学会、掌握，必须
通过“习”，也唯有通过“习”，而且要“时
习”，即适时地习，才能真正掌握。

两件事是指组织教学和教学组织。“教
师做好组织教学，才算会上课；做好教学组
织，才能上好课”。组织教学是通过“时习”
激发学生的情绪，保障所有学生积极参与，
愿学想学；教学组织就是教学设计，通过

“时习”进行教学设计，分为学前习、学中
习、学后习，保障所有学生都能学明白、
学会。

三种效果是指教育变简单、学习变轻
松、课堂变有效。达成这三种效果的秘诀
是“学而时习”。学习是学生的事，教师永
远都不能替代。闫合作认为，“学习知识只
是手段，通过知识的学习提升学生的素养
和能力，才是目的”。

四条标准是指学生学习主动、知识课
堂掌握、课堂面向全体、师生幸福成长。

现在，闫合作研发出了以“孔子教学
法”为核心的中式教育体系，并在河南、山
东、河北、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的学校进行实
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实验
教师的课堂和生活都发生了质变。

曾经，河南省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教
师程中英是一个要强、执着、说一不二的
人，这种强势的性格让她的孩子、爱人活得
辛苦，她自己也觉得生活无望。然而，持续
听了闫合作的讲座后，做义工、做个案……
让程中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是闫老师让我放手，让我退后，让我
将孩子成长的舞台还给孩子。我开始不再
要求、逼迫孩子，而是接纳、肯定、欣赏孩
子；不再过分包办，而是让他自己选择、自
己承担。”程中英充满感激，“现在，我的孩
子阳光、自信，说话有理有据，思维清晰，办
事周到细致，成了别人学习的榜样”。

在程中英看来，每一次讲座，闫合作都
将自己从经典中读出的智慧提炼成几句通
俗易懂而又耐人寻味的话，让人在不知不
觉中觉悟、反思、改变。他已经将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自己的血脉，能时时处处用自己
所探索的“孔子教学法”讲教学、讲教子、讲
夫妻之道、讲企业管理、讲生财之道……让
听众学而时习、主动参与、听有所获、学有
所用。

就这样，闫合作在经典中汲取养分成
就自己的同时，也改变着更多人的命运。

为什么追随
“中式教育”
作为教师，我在讲台上站了 30

年；作为校长，我持续推进课改 10
年。我深切感受到教师苦、学生
累、效果差。有缘追随闫合作学习

“中式教育·孔子教学法”，是我们
的幸福。闫合作用质朴的语言解
读中华经典，拨云见日，诠释大道
至简的道理：在传统教学基础上改
变方向和方式，用知识教而不是教
知识，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教
学生而不是教学科，教语文而不是
教课文……

我深深感到，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孔子教学法是用“学而时习”
四个字建构的一套上接圣贤智慧、
下接地气，让教师一听能懂、便于
操作的教学改革理论体系。

在孔子教学法的交流会上，所
有发言的教师有感而发，情到深处
泪流满面，是成绩飞速提升的喜
悦，是自信渐渐找回的坦然，是幸
福突然降临的惊叹。

（内蒙古扎赉特旗音德尔第六
小学校长 刘清艳）

“中式教育”
让教师幸福

今年暑假，闫合作老师给我们
做了 3 天培训，让我对闫老师充满
了敬意，敬佩他对中华优秀经典近
乎痴迷的热爱，钦佩他对经典独到
的理解，更敬重他不遗余力地传播
孔子教学法。

“中式教育”符合东方人思维习
惯。我们现在的教育可以说是“只
有教学，没有教育”。解决教师职业
倦怠、学生厌学、创新能力不足等问
题，应该到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闫老师潜心研究并致力推广
“中式教育”，是教育界的一件幸
事。愿“中式教育”和孔子教学法
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河北省阳原县教科局副局
长 杨占军）

改变
职业生命轨迹
作为语文教师，我从教已经 15

年，自认为兢兢业业，不敢虚度与
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可是，自从跟闫合作老师学习孔子
教学法以来，我突然发现，15 年来
自己一直在伤害着孩子们，折磨着
自己。是孔子教学法，让我开始重
新审视自己的语文教学。

自从用了孔子教学法之后，孩
子们的能力是在点滴积累中提升
的，孩子们的思维是发展的，就像

“习”的本意一样，小鸟要学会捕食
和逃避敌害，必须练习飞翔。而素
质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何尝不是
我们教育孩子的根本？课堂中的
时时开口，常常收口，让我深切地
感觉到“学而时习”在语文课堂中
的现实意义。

（河南省济源市健康路小学副
校长 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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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闫合作成功的密码只有两个字——
合道。

一是合教师成长之道。当下的
教育领域，有志于专业成长的教师越
来越多。许多教师在成长路上之所
以鲜有大的突破，是因为他们只有

“一把刷子”：忙于备课上课、班级管
理、教育科研，也会抽出时间阅读专
业书籍……然而，做好这些日常工作
仅仅是走向教育家型教师的最起码
要求。如果把教师成长比喻为一个
十字架的话，这些教师所做的工作都
在那一“横”上，在“竖”上所做的很
少。这一“竖”上的核心要素主要有
三个：一是教育思想，二是教育情怀，
三是教育使命（境界）。一“横”一

“竖”，即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
谓道”。

与一般追求成长的教师不同，闫合
作至少有“两把刷子”：既写好“横”——
做好日常工作，更写好“竖”——持续提
升生命境界，他立志做“现代孔子”，为
中华文化、中华教育的复兴尽心尽力。

二是合学校发展之道。学校发展
需要找准定位，需要专注于一，需要道
术结合。在支持实验学校发展的过程
中，闫合作始终注意解决好这些问
题。闫合作培训教师，既基于课堂教
学，又高于课堂教学。深知大道至简
的他将“孔子教学法”概括为“一句话，
两件事，三种效果，四条标准”，让教师
一学就懂，一用就会。同时，他善于运
用中华经典的智慧，引导教师改变心
智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过一种
合道的教育生活，帮助教师不仅点燃
了内在的工作激情，而且学会了处理

生命中的重要关系。
三是合时代变革之道。20年前，

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探讨人类
21 世纪的命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
须要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
寻找智慧。”面对不断迅速变化的时
代，有的人领创变革，有的人适应变
革，有的人拒绝变革。无疑，闫合作是
第一类人。他顺应中华文化复兴的时
代大势，让教育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
支持、引领众多实验教师做“中式教
育”。让中国特色教育走向世界，是他
们共同的梦想。

“中华经典教育智慧不仅会使中国
教育受益，也会改变世界教育”。这是
闫合作的“中国梦”，也是他做中国特色
教育的文化自信。

什么是闫合作成功的密码

□本报记者 王占伟

闫合作 河南省济源职业技术
学校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
长，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副会
长，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讲师
团副团长，济源市政协委员。

推荐语
因为热爱，他重温孔子周

游列国的足迹，带领学生一起
“亲近孔子”；因为对《论语》
的诠释与传统观点迥异，他一
度成了新闻人物；他开创“中
式教育”，在成就自己的同时，
也改变着更多人的命运。他是
闫合作，对孔子一往而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