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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本报记者 郭 瑞

杨昌洪：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

□ 本报记者 郭 瑞

中国教育的脸

见到杨昌洪时，他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到
贵州，看上去还略显疲倦。

他受马来西亚教育部的邀请前往讲学，
从玻璃市到霹雳州，一路讲了 11 场，听他演
讲的是当地的校长、教师和部分政府官员。

在一次上千人规模的演讲后，听众自觉
起立，向这位年轻的中国校长三鞠躬，这让
一向谦卑的杨昌洪承受不起，忙不迭地起身
回礼。 后来他才知道，三鞠躬是马来西亚人
给外国教育者的最高礼遇。讲座结束后教育
部副部长魏家祥设宴招待他， 只有 4 个菜，
必须全部吃光。

杨昌洪的演讲，经马来西亚 4 家主流媒
体报道后，引发了华人及教育界对中国教育
的赞誉与重视。

是怎样经历和思想的年轻人，可以得到
如此拥戴？ 这要从他的学校说开去。

学校四次搬迁，学生不离不弃

杨昌洪今年 30 岁 。 2004 年大学毕业
时，杨昌洪看到因中高考落榜、因家庭贫困
而辍学的孩子， 一个个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在社会上游荡，决定建一所能够给大山里的
孩子一个美好未来的学校。

多办一所学校，就减少一所监狱。 怀着
这样的想法，杨昌洪变卖了部分家产，筹集
办学资金，在贵阳煤矿村创办了一所职业学
校，招收那些无学校接收的孩子。 第一批学
生不到 100 人，大多来自贫困山区。

为了带给学生正气和关爱， 学校实行
“企业+军队+学习+家庭”式的管理模式；为
培养“真人”，学校践行“行知教育”；为了教
学相长，杨昌洪亲临教学一线，至今仍未脱
离教学，他说：“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将来
才能承担起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同时要掌握
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能力，将来才能成为有
用之才。 ”

杨昌洪在提升学生道德品格的同时 ，
也注重学生能力的提高， 指导学生积极参
加社会实践。成立治安巡逻队，为奥运火炬
传递等大型活动的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他
还经常组织学生下乡支农、下街道服务、专
访福利院老人及智障儿童， 为他们送去温
暖与爱心。

8 年办学， 令杨昌洪和全体师生刻骨
铭心的是学校的“四次搬迁”和没有校名的
尴尬。

四次搬迁，意味着四次重建。
在四次搬迁的经历中，有两次最难忘的

故事，一次是从顺海搬到狗场，一次是从马
家桥搬到现在的小山坝。小山坝位于贵阳市
修文县的山谷中。

从顺海到狗场，全程 40 多公里。 从前
一天晚上 10 点半走到第二天上午 11 点 。
很多学生脚上磨出血跑 ， 仍坚持不掉队 。
所谓新校址 ，实际上只有几间房屋 ，且垃
圾遍地，野草丛生。 杨昌洪在出发前，曾承
诺学生，发还学杂费，可以离校。 学生的回
答是，“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无
一人离校。

第四次搬迁是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全
程 25 公里。大部分路程是起伏的山间小路。
学生们背起背包，行进了近 5 个小时。

杨昌洪的学校属于民办学校，没有固定
的校舍，搬迁是家常便饭，但一路的跋涉与
艰辛，都没有使他放弃，而是越来越坚定自
己的教育信仰。

而更令他头痛的是新学校的名字很长

一段时间没有批下来，一度成了一所没有名
字的学校。现在，终于经过审批，学校有了自
己的名字———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

每一块石头都有教育意义

记者是学校搬到小山坝后的第一位客
人，新学校在贵州铝业一矿大院里，环境看
上去不错。但记者更愿意看一看令学生们念
念不忘的“陶园”。 “陶园”在马家桥，是租用
驻地部队大院后山上的一块四方地。

走进“陶园”必经一条小道，叫做“思源
路”，一侧的石头上是杨昌洪写上去的座右铭，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起点”，
沿着小道走过一个狭窄的铁门，便是校园。

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教学设备
的教学楼， 只有师生合作共建的 “板房”教
室，左右两排，共 8 间。一侧教室的外墙上写
着杨昌洪的办学理念———教育没有拒绝的
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抛弃 、不嫌
弃、不放弃。

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有不一样的名字，
如“雅明轩”、“博悟苑”等，图书室叫做“智慧
空间”，学生自主管理图书。

“智慧空间”隔壁是记载着办学轨迹的校
史馆，里面陈列的搬迁故事、办校功臣、学生
给教师颁发的上岗证、 顾明远的题词等，已
经安置在了小山坝的新学校。

院子里还有鱼池、菜地，杨昌洪和学生
们从山上搬下来石头打制成的石桌、 石凳，
小路边站着一些“会说话”的石头，上面写着
陶式名言警句。

“放宽爱的尺度、缩小恨的边缘”、“会吃
苦的人，在苦难中成就自己，懒惰的人在苦
难中打倒自己”、“要以天下为校园， 勿以校
园为天下”……每句话都传递着杨昌洪与全
体师生的价值取向。在杨昌洪眼里，每棵树、
每堵墙、每条路、每块石头，都能赋予教育的
意义，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 “教育即生
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天然的教育资源。

杨昌洪说，“陶园” 是学生思想变化的见
证，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摇篮。 学生在这里举
办过篝火晚会，接待过国内外的客人，孩子们
还在那里为他举办了隆重而朴素的婚礼。

搬迁前，一名学生在“黑板墙”上写下这
样一段话：“敬爱的校长、老师，您们辛苦了!
您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这群调皮的孩
子， 我读了 9 所学校从没有感受学校的爱、

校长的爱、 老师的爱， 在这里我感受很强
烈，在您们身上我知道了眼泪的分量，我好
后悔我的过去，很庆幸遇上了您们，我感激
上天……搬家了， 您们更累了， 请相信我
们！您们都没有嫌弃我们，我们又怎能放弃
学校、嫌弃学校呢？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和您
们在一起，不离不弃，一起努力建设好我们
的家园，加油! 老师、校长。 ”

落款为“别问我是谁，我是人才！ ”

叛逆学生变身骨干教师

陈诺是学校的一名骨干教师，你根本无
法想像，几年前的她，生命色彩一片灰暗。

2006 年初中毕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
陈诺差几分与高中失之交臂。父亲为了让她
能够进入高中学习， 托关系让她进了实验
班。 在这样的班级中，她与其他同学的差距
逐渐显现，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她选择
退学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诺的父亲听说了贵
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 坚持送她来到这里，
但是叛逆的陈诺无法适应管理严格的学校
生活，以自杀威胁父亲要离开学校。

事情惊动了杨昌洪， 他把她叫到办公
室，先给她倒了一杯水。令陈诺惊讶的是，在
办公室遇到的情形和她往常的经历大不相
同。 初中时她是办公室的常客，不是站着就
是趴着，不是趴着就是蹲着，被罚被打像吃
饭一样寻常。

看出了陈诺的紧张，杨昌洪便把她带到
了操场上聊天。 更加出乎陈诺意料的是，杨
昌洪没有劝她留下来，而是从她身上寻找优
秀的品质加以点燃。 看到陈诺性格开朗，普
通话说得好，杨昌洪鼓励她做主持人。

这样的“待遇”让陈诺第一次感到了尊
重，接下来，她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从班干
部做到建校以来第一位女学生会主席。 “如
果我没有遇到校长， 我的人生将是两种结
局，要么成为所谓的生意人，要么成为社会
底层的坏人。 ”陈诺感激地说。

2012 年 6 月， 毕业的陈诺放弃贵阳市
稳定的工作，选择返回学校，做了一名普通
教师。 她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用
亲身经历感化与她的过去有着相似影子的
学生。“学校的情况比较困难，校长请不起专
业教师，就算请得起，恐怕老师们也受不了
与学生同吃同住的艰苦。我回来可以帮助他

分担一些工作。 ”据陈诺介绍，学校现在有
13 名教师，其中 10 名是往届学生。 他们留
在这里的共同理由，是回报杨昌洪的知遇之
恩。在他们心里，学校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
也会拥有自己的校舍。

陈诺的变化是杨昌洪教育智慧的成功
案例，他的独家教育方法还有许多，比如以
点带面，用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技巧。 当一
个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就意味着他面临学
校制度下的惩罚，这时，杨昌洪会问孩子是
接受惩罚还是选择其他方案，比如与孩子约
定，3 个星期以后， 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
改变某个同学的坏习惯，这样便可以抵消对
他的惩罚。

就是这样的小故事，每天改变着这所学
校每个孩子的习惯与命运。杨昌洪心中理想
的教育是让每个孩子的天性得到舒展，让他
们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让他们能够找到
自己的目标。“教育就是发自良知的慈悲，我
们能做的是唤醒、成全、引导，不用成人的观
念干扰孩子、评判孩子”。

经费紧缺，没有独立产权的校舍，放弃
到公办学校当校长的机会， 在很多人眼里，
杨昌洪简直是个“傻子”。让杨昌洪坚持下来
的唯一理由是他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只
有教育可以让孩子改变，我只有通过教育的
途径可以让流落的孩子重新笑起来”。

病危中心系学生

杨昌洪每天都是忙碌的，放学后，他也
不回家，钻进宿舍，与孩子聊天，在聊天中为
孩子做心理辅导。 由于长期用脑过度，加上
营养不良，杨昌洪的头发掉得厉害。然而，这
并不是最坏的状况。

年纪轻轻，经历过两次病危。
最严重的一次在 2009 年。 除夕夜，教师

於英复在贵阳家中接到电话， 说杨昌洪突发
急病，正在抢救，已发病危通知，要家属做好
准备。

在医院急诊室里， 於英复看见杨昌洪躺
在床上，脸色苍白，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

“杨昌洪是一个热爱教育的人。 自学校
创办以来，他便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校的管理
和发展上。 从清晨起床到深夜入睡，每天只
睡几个小时。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经常吃
泡面果腹。”不正常吃饭，是导致他发病的直
接原因。 ”於英复回忆道。

当杨昌洪睁开眼睛，看到身边的老师们，
拉着他们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 你们也要
把学校办下去，要对得起孩子。 ”

后来，杨昌洪结婚了，婚后仍旧很少回
家。 母亲不放心儿子的身体，干脆搬到学校
来住，“看着他，我才踏实”。

每逢学校来客人，杨昌洪都组织某个班
的学生进行座谈。 记者采访当天留宿学校，
晚饭过后， 被邀请与 2011 级国防军警专业
的学生座谈交流。

孩子们唱校歌， 播放自建学校的照片，
向记者提问。 杨昌洪坐在孩子中间，每个孩
子发言结束，他都做出点评与引导。 不知不
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杨昌洪宣布座谈会结
束，但他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要到男
生宿舍去与孩子们谈心。

而这时，他的妻子正在产房待产。
记者没有听到杨昌洪在马来西亚的演

讲，但他一定会把自己学校作为案例与他们
分享，因为只有最真实的故事，才能打动人
们，震撼心灵，博得尊重。

有一次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研究员的李泽厚与顾久一同前往贵
州凯里 ，李泽厚指着这片土地问：“中央各
年 1 号文件将进一步促进这里的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20 年后会不会有变化？”
顾久指着路边的孩子们回答 ：“我们首先
要关心这些孩子们的眼睛亮不亮 ，手脚勤
不勤，头脑活不活，这里的孩子变了，20 年
后这片土地才会有变化 ，他们才是这片土
地的主人。 ”

前不久，顾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熟
悉的杨昌洪开始，聊起他心中的教育和解决
教育问题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

灵魂就是信仰

中国教师报： 您去过杨昌洪的学校，如
何看待它？

顾久：这是一所有灵魂的学校。 教育是
有灵魂的事业，所谓灵魂是指这个时代的价
值观，就是人们的信仰。应该说，我们的现实
教育是比较缺乏灵魂的。追问一下搞教育工
作的人，我们自己有灵魂吗？ 杨昌洪是有灵
魂的人，所以他能够直接感染他的学生，“打
造”他的学生。 因为信仰可以贯彻到人的行
为与习惯之中。

中国教师报：从技术层面上说，杨昌洪

有哪些教育智慧？
顾久：第一，他把孩子当成子女或子弟。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当
做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他可以住在学生宿
舍与孩子促膝谈心、抵足而眠，用他的温度，
温暖学生，感化学生。

第二，他用军事化的管理方法，引导学
生。 清早老师和孩子一起跑步，一边跑步一
边喊口号“我是人才，永不放弃”！ 这是非常
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他没有用统一的标准去考核所有
的孩子， 而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理想去读
书，读完书后同学之间交流感悟。

第四， 职业学校有职业的门槛与要求，
他联系工厂，提供孩子去实习的机会，用这
种方法让学生获取技能。

第五，杨昌洪认为，每个孩子都有理想，
每个孩子都有价值，他让那些从考试中败下
阵来的孩子，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孩子穿
上迷彩服，借助子弟兵的情怀，带着孩子去
社区服务，让他们从别人的尊重中获得自我
的尊严。 这点让人感到震撼。

回到原点看教育

中国教师报：杨昌洪身上折射出的智慧
也是对教育的解读。 您认为教育是什么？

顾久： 他给七尺男儿的身躯注入了灵
魂，这是一种真教育。

这种教育的进行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
是榜样的感召，第二是情感的打动，第三才
是理论的说服。教育应该是这三者合一的有
机体。

好教育至少由 3 种人来承担。首先是家
长，家长是孩子行为的榜样，情感的寄托，对
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很重要。 其次才是学
校，学校当中教师和校长的人格影响不可忽
视。再其次是社会，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
下”。这三股力量形成合力，才是真正的社会
教育。

教育是一种情怀，一种信仰。
中国教师报：对于教师群体来说，应当

信仰什么？
顾久：回到民国时代看看那些教育家，比

如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梁漱溟。 他们的一
些话语或许会给我们启示。

举个例子，陶行知逝世的时候，叶圣陶
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有一段话大致是这样说
的：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人？ 一
个孩子是空瓶子还是有自己的认知框架？如
果你认为他是工具， 他不过是空瓶子而已，
那你肯定要满堂灌。如果你认为他是自己的
主人，就应当给他必要的尊重，我们用教育
的智慧，该激活时激活，该输入时输入。前者

是专制主义的态度，后者是民主主义共和国
应该有的态度。

这样的文章， 我们的老师都应该读，教
育不过如此，新课改无论怎么改，一定跳不
出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思想的原点，教育者
需要回到原点。

培育现代公民

中国教师报：解决教育问题需要正视的
是什么？

顾久： 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是一个
社会体系上的问题， 很多就业的门槛把孩
子们推向了高考。在中国教育学会，我提倡
研究当前社会的政策、经济、文化对教育带
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果不研究这些，
光在教育身上找原因， 是难以解决根本问
题的。

我以前曾分管过一个市的教育和文化
工作。 我们研究发现，以色列是人才多，我
们是人口多，人才与人口之间是人力。这就
是教育。人才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以色列
是全世界信仰最坚定的国家， 教育背后有
一种民族精神的力量。一个民族有信仰、勇
奋斗，国家才会强大，才能够受人尊重。 教
师应该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看待教育， 要有
忧患意识。

采访当天，杨昌洪的妻子
正在医院待产。 她温柔贤惠，
对他忙碌的工作，毫无怨言。
住院前， 妻子向杨昌洪提出
要求，待产的几天，留在她身
边，他满怀歉意地答应了。 即
使如此， 我在学校采访的两
天， 杨昌洪依然坚持待在学
校陪客人。

杨昌洪整天穿着军装、布
鞋， 不让学生用统一教材，有
些人对他的印象是另类而有
趣。在这种评价的背后也包含
着一层敬意，“他的教育方式
让人们看到信仰的存在”。

杨昌洪口才极佳，那是与
学生在一起时才开动的“小马
达”。 采访中，他并没有表现出
出口成章的状态， 有些时候，
他会沉默。 沉默是内敛的表
象，内敛是坚韧的符号，在不
多的话中，我总能迅速捕捉到
他精神的内核。有真信仰的人
就应如此透明。

报道杨昌洪，不是因为他
在课改上的成果， 相反地，他
的学校归为非课改的一类。 看
中他是因为旗帜鲜明的“课改
思想”：认识学生、尊重学生、
点燃学生、差异评价学生。 这
种思想品质远远珍贵于课改
的技术方法。 也只有这样的
人，一旦点拨他以方法，他便
能够赶超那些过分关注方法
论，而疏于研究学生成长规律
的同行。

我曾想用 “中国式马修”
作为文章的题目， 原因是他
像极了法国影片 《放牛班的
春天》 中那个朴实的马修老
师，他们有着共同点，带给孩
子爱与信任。 后来我觉得欠
妥， 教育记者有责任树立起
中国教育家的独立形象 ，不
依附在他人的标签之下。

杨昌洪是贵州教育的名
片，也是中国教育的脸面。 他
受邀走出国门，赢得的是民族
的尊严。

■记者手记

没有灵魂就没有教育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顾久谈杨昌洪

□ 本报记者 郭 瑞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先生赠送礼品给杨昌洪（图左）。

思想力校长 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抛弃、不嫌弃、不放弃。
———杨昌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