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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宏志教育20年：初心难守

■本报记者 施剑松

没有任何征兆， 前面的路突然断
了。 轮胎撞到地上尖锐的石子， 发出让
人难受的吱吱声。 沿着颠簸不平的乡村
小道， 再走两公里， 就是李蔡街村。

两年前， 村里史秀英家的儿子赵
龙， 以北京市平谷区中考第八名的成
绩， 考取了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生。
当时在不足200户的李蔡街村， 这是一
条不小的新闻。

1995年至今， 北京市16个区县，
总计有1400余名“家庭贫困、 品学兼
优” 的初中生成为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宏
志生。 20年来， 在困惑和坚持之间， 在
欢笑和泪水当中， 这种模式发展成为全
国有名的宏志教育。 然而， 回顾宏志教
育走过的20年， 广渠门中学校长吴甡
说： “这条路， 我们走得越来越难。”

不少贫困家庭把宏志
班看作是让孩子继续求学
的唯一希望

四面白墙， 一张床， 一台老旧的台
式电脑， 还有一个节能灯泡挂在屋顶的
正中央。 这就是赵龙卧室里的全部家
当， 也是这个家里最好的家当。

“我不能有梦想。” 说这句话的时
候， 眼前这个17岁的男孩脸上很平静，

“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才是梦想， 我大
学毕业后不能再让爸妈供我， 我要挣
钱， 让他们不像现在这么累。”

赵龙的父亲凌晨2点半起床出门捞
鱼， 中午12点回来。 母亲史秀英在村
子附近的工厂上班， 每天收入60元钱。

为了招待客人， 史秀英特地从外面
买了3个菜， 一份拌豆芽、 一份拌豇
豆， 还有一份拌肉皮冻， 都装在塑料袋
里， 摆在盘子上， 端端正正地搁在桌子
中间。

“考上宏志班是他妈妈先知道的，
我捞完鱼回家， 一看他俩满脸笑， 就知
道考上了。” 喝下半杯二锅头， 一直话
不多的赵龙父亲主动扯起了话题。 今年
47岁的他已经头发花白， 看上去比实
际年龄大很多。 抿下一口酒， 他又说了
一句： “我们跟赵龙说， 不用顾虑家
里， 你只要能上， 就一直往上读。”

考上宏志生， 赵龙高中3年的学
费、 书本费、 住宿费都不用交， 每个月
伙食费也只要交50元钱。 这个待遇让
赵龙觉得自己为家里出了力， 也是他最
自豪的事情。

家住北京西郊门头沟的李丽比赵龙
高一届。 上学对于李丽来讲， 在她爸爸
生病去世前后，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印
象。 在那之前， 她常和同学们一起玩一
起闹； 在那之后， 她觉得学习不再只是
学习， 也不再只是自己的事。

李丽1米72的个头比瘦小的妈妈足
足高了半个头。 这得益于她以前的锻
炼。 上初中开始， 每天上学， 妈妈骑着
自行车在前面， 她在后面跟着跑。 妈妈
说， 咱家生不起病， 所以你不能生病，
你就跑， 好好锻炼。 初中3年的上学
路， 李丽看着妈妈瘦弱的背影， 跑了3
年。

高考志愿， 李丽最想填的是中央财
经大学或者对外经贸大学。 因为她觉得
上这两所大学将来毕业后能更快赚到
钱。 “这些年， 妈妈身体难受都不肯去
医院， 我知道她是害怕知道自己有什么
病治不好。” 李丽说， “我想赚钱带妈
妈去医院好好看看。”

1995年， 宏志班正式成立。 由社
会各界企业及爱心人士捐助资金共计
1300万元用于宏志班建设和发展。 专
项资金本金不动， 用利息资助学生完成
学业。 宏志班面向全市招生， 每年招生
名额80人， 录取标准是“家庭贫困，
品学兼优”。

从1995年设立开始， 每年都有数
以千计的家长咨询， 近千名学生报考。
这些家庭中， 不少都把宏志班看作是让
孩子继续求学的唯一希望。

“有的孩子一家5口人， 住在7平方
米的房子里， 孩子的床就在窗台上， 睡
上去腿永远伸不直。” 北京广渠门中学
高三年级组长岳丽说， “还有一个孩
子， 我们去家访， 下了公交车又走了
40分钟山路， 家里就剩爷爷了， 屋里
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灯泡。”

为什么要来宏志班？ 这个问题， 每
一届宏志生的班主任都会问， 而孩子们
的回答常常让老师们心酸。 减轻家里负
担只是一方面， “为了让爸妈高兴， 为
了将来多赚钱养家， 为了家里不被同学
看不起……” 几乎每一个孩子说出的答
案都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很多人以为宏志教育就是政府拿
出一笔钱， 让贫困家庭学习好的孩子来
上学， 学生基础好， 学习又勤奋， 将来
都能顺利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吴甡说，

“真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下来， 你就知
道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沉重的得失心让不少
宏志生学习起来心理压力
极大

能考上宏志班的学生， 勤奋学习
是当然的。 来之前， 他们很多都是区
里中考的前几名。 来之后， 学习勤奋
也是大多数宏志生留给身边同学最深
刻的印象。

然而， 看上去沉默而平静的宏志
生的心理常常是敏感而又脆弱的。

早上食堂供应油饼。 一个男生吃
了6个以后， 还想去拿第7个。 老师
觉得油饼吃多了不好， 叮嘱了一句：

“你吃得够多了。” 就因为这句话， 这
个男生3个星期不理这位老师。

吴甡说： “观察每一届新入校
的宏志生， 你会发现他们普遍不太
会笑， 跟其他同学也没有什么交
流。”

高一刚进学校， 前3个月赵龙
几乎没有和同学们说过话。 这件事
曾经让班主任非常忧心。 “跟同学
不熟悉是一个原因， 最主要还是心
里有压力。” 赵龙说， “我的同学
里不少都是各个区中考的前几名，
我那时就想， 跟这么多学习特别牛
的人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比得过他
们？”

很多宏志生学习的目标， 就是
考卷上的分数要比同学高。 沉重的
得失心让不少宏志生学习起来心理
压力极大。 几年前， 有一个女生，
是区里中考第一名。 来到学校后，
第一次测试没有拿到第一， 竟然想
到了自杀。

“只要是与考试无关的东西， 新来
的这些学生往往漠不关心。” 吴甡说，

“第一次学校组织200名宏志生到国家
大戏院看演出， 一会儿的工夫， 睡着
了100多人。”

或者是家人疾病缠身、 或者是父
母离异、 或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 或者是车间里的一把大火、 或者
是哥哥与人争执后的一次挥拳……还
有很多宏志生的生活里发生过变故。
总有那么一瞬间， 这些孩子突然意识
到， 家变得不一样了， 自己也跟同学
们不一样了。

“如果在这些孩子的心里， 社会
现实就是自己遭遇的不幸， 学习永远
只是为了考卷上的分数比别人高， 你
能想象这些孩子学了本事以后会做什
么吗？” 吴甡说， “他们会成为今天

这个时代卧薪尝胆的成百上千个‘勾
践’。”

吴甡说： “很遗憾， 20年下来，
每年来的学生里有这样想法的， 没有减
少， 反而越来越多了。”

功利的教育者和功利
的学生， 偏离了宏志教育
公益的本质

2010年， 宏志教育15周年的时候，
一个全国范围的宏志教育研讨会在广渠
门中学召开。 各省由政府或企业资助的
宏志班、 励志班、 春蕾班， 来参会的代
表有300多名。

从当初北京独树一帜， 到宏志教育
在全国遍地开花，吴甡的感觉既欣慰，又
忧虑。更多社会资源投入教育，能帮助更
多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但大多数人对宏
志教育的理解也只是“上学不花钱”。

钱的逻辑很简单， 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 比投入渐渐成了各地宏志中学或
者宏志班之间竞争的一个指标。 从减免
学费、 住宿费， 到全免费， 再到给学生
发助学金， 最后发展为给学生提供高额
奖学金。

不断增加的投入需要回报。 在南方
有些省份， 宏志生待遇成为招徕优秀生
源的竞争手段。 不管是否家庭贫困， 只
要成绩好， 就能享受宏志生待遇。 不仅
上学不花钱， 还能挣钱。 甚至出现了一
批高分考手。 连年参加高考， 考上大学
也不上， 来年继续复习继续考。 因为对
这些考手来说， 考上大学获得的“奖
励” 比上大学更有“钱景”。

一些企业也看中了宏志教育这块金
字招牌， 出资设立宏志班， 资助宏志
生。 然而， 企业索要的回报， 市场化的
味道就更浓了。

吴甡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则广告，
内容是某企业资助了一批宏志生， 其中
有3名宏志生考上了清华或北大。 3名
学生在电视上举着录取通知书感谢企业
的资助。

“不管是用宏志生待遇招徕生源，
还是用宏志生做广告， 本质都是一种交
换。” 吴甡说， “这样培养的学生， 在
他们的心里， 学习也只是一种工具， 现
在的勤奋就是为了在将来完成某种交
换。”

功利的教育者和功利的学生， 如
此结合的教育早已偏离了宏志教育公
益的本质。 怎么让教育远离功利？ 怎
么把学生扭曲的学习观扭回来？ 怎么
让学生冰冷的心暖起来 ？ 吴甡说：

“宏志教育走过20年， 这个压力一年比
一年大。”

宏志教育的起点就是
用爱把贫困学生的心焐热

在广渠门中学，如果担任了宏志班
的班主任，就意味着每天工作时间要比
同事长3个小时以上， 并且连续3年没
有节假日。 而一名教师如果能担任宏
志班的班主任，也意味着无论是教学能
力还是师德品行，得到了全校同事的认
可。

有一次， 班主任田小兵发现， 班里
一名女生有一节课没有来。 她没有等，
立刻赶往学生家里寻找， 结果眼前是惊
人的一幕。

因为与家人口角， 女生把自己反锁
在厨房里，打开煤气罐要自杀。无论家人
怎么劝说，女生始终没有开门。及时出现
的班主任，几句轻声的呼唤，门开了。

“用老师们的爱心把这些孩子的心
焐热， 才是宏志教育的起点。” 吴甡说。

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家访是宏志班
的传统。岳丽说：“你走进了学生家里，你
看到1米72的大姑娘睡在厨房边的窗台
上， 而学生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嘲
笑而是温暖，她才会把心交给你。 ”

在校期间，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
宏志班的班主任都是跟学生们在一起。
节假日， 班主任不休息， 陪孩子们一起
过节。 岳丽说： “宏志生都住宿， 随时
在他们身边的班主任弥补了学生父母不
在身边的情感空白。” 宏志生们把女班
主任叫做“宏志妈妈”， 把男班主任叫
做“宏志舅舅”。

在宏志班里， 老师和学生之间常常
会传递信封。 学生递给老师的信封是学
习笔记，上面标注着遇到的难点。而老师
递回来的信封，常常更鼓一些。有时候多
了几十块钱，有时候多了一件衣服。

从房山区考来的李志成， 刚进学校
不久就被同学们称为“奇人”。 一天的
课上完， 其他同学总会去操场活动一下
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 而他瘦小的身子
总是安静地趴在宿舍床上继续做着各种
题， 跟谁也不说话。

“李志成爱写作业” 的名声从同学
传到了班主任岳丽那里。 对这样一个学
习主动性特别高的学生， 岳丽在班会上
点名表扬。 让她没想到的是， 听完班主
任的表扬， 一抹奇怪的微笑在李志成的
脸上一闪而过。

一次课下， 岳丽找到了李志成：“为
什么你会那样奇怪地笑了一下？”岳丽没

有想到，李志成回答：“老师，我属于成绩
好的学生里不爱学习的，我不爱学习，所
以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任务完成。 ”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学生成绩好
的原因也可能是不爱学习。” 岳丽说，

“如果你不能读懂那一闪而过的笑容，
就不会知道这个孩子该怎么教。”

现在李志成已经不再偏科， 曾经最
差的英语都能考130多分。 但让岳丽最
开心的是前几天李志成过生日时唱了一
首歌。 几年来， 班里同学从没听过李志
成唱歌。 那天小伙儿一张口， 竟然是一
首网络神曲 《忐忑》。

岳丽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大家终于
见识到了“奇人”内心的狂野。

对宏志生来说， 真正
的问题是缺乏来自家庭和
朋友的支撑

作为学校高三年级组的组长， 岳丽
所教的科目却不是语数外这些主科， 而
是心理课。 从2001年起， 广渠门中学
就建立了心理教研组， 这在当时北京的
基础教育界开了先例。 目前， 心理教研
组一共有4名教师， 负责给初二和高二
年级的学生开设心理团体工作坊， 同时
面向全校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贫穷还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
问题是学生缺乏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
撑， 又被各种负面情绪裹挟而难以挣
脱。” 岳丽说。

那些心灵受过伤的孩子、 压力大的
孩子、 缺乏家庭支撑的孩子， 遇到很小
的问题， 都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反应。 宏
志班设立20年， 出现过因抑郁而休学
的学生， 也出现过学生离校出走。

对每一名宏志生， 学校心理教研组
都会建立单独的心理档案， 有专人跟进
辅导。 吴甡说， 心理矫治在广渠门中学
宏志教育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可
以说通过心理教师的干预， 98%的学生
得到了矫治。

虽然每名宏志生的中考成绩都不
低， 但细究这些学生不同科目的成绩，
偏科是普遍现象。 数学、 物理等科目基
本功普遍更加扎实， 但语文、 英语、 计
算机是弱项。 吴甡说： “宏志生大多数
来自远郊区县， 和城区的孩子比， 学习
条件差， 见识也少， 对美育的感觉更是
接近于零。”

一道命题作文 《桥》， 城区的学生
能想到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 国
与国之间友谊的虹桥， 而宏志生们写出
的桥常常就是家门口看得见的桥。

要打开学生的想象力，必须让学生多
见识。 只要能争取到的好演出，就组织学
生去看，“看不懂没关系，‘熏’呗”。

游学是宏志生更感兴趣的福利。 在
学校的两年里， 赵龙已经出去游学3次。

“我去过南京、 西柏坡， 还去过韩国的济
州岛。” 赵龙说， “你见得多了， 心里想
的就会不一样， 每次游学回来， 我都感
觉我的心变大了一些。”

在广渠门中学教学楼的过道上， 有
一块不大的匾额。 上面用行楷写着学校
的办学目标———“好人学校”。

教师黄晓军去年带的高三毕业班里
有一个密云来的学生叫崔欣然。 去年，
崔欣然以683分的成绩考取了理想的大
学。 在广渠门中学， 以学生名字命名的
奖学金， 他是头一个。

高二那天寒假， 大年初五的夜里，
崔欣然家着了一把火。 第二天， 老师得
到消息赶到家里看望， 孩子走过来的时
候几乎是光着膀子。

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小卖部， 烧光
了。 家里的存折、 现金、 所有的衣服，
都烧光了。 崔欣然的书， 却一本都没有
少。 原来， 在发现着火后还能抢点东西
的一两分钟里， 爷爷说： “其他都不要
了， 把孩子的书抢出来。”

一个为崔欣然募捐的活动很快在广
渠门中学组织了起来。 教师张文革说，
当时就在学校的大会议室里支了两张桌
子， 全校师生都来给他捐款。 不久， 一
些家长也参加进来。 有的捐钱， 有的捐
文具， 还有的捐家具。 最终， 所有捐款
加起来有9万多元。

“家里重盖房子只要5万元就够了，
我要不了这么多， 其他的捐给更困难的
同学吧 。 ” 崔欣然找到班主任黄晓军
说。

学校集体研究， 考虑到学生家庭确
实存在很大困难， 决定将捐款中的6万元
交给孩子带回家， 其余捐款成立以学生
名字命名的“欣然奖学金”， 用于奖励全
校品行突出的优秀学生。

大多数宏志生毕业后，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曾经
是宏志生

如果没有宏志班， 散落在社会各个
不为人知角落里的宏志生们也许很难有
机会实现人生的梦想。 然而， 考上了大
学， 实现了梦想， 宏志生们转眼又会像
水珠蒸发在空气里。

大多数宏志生毕业后都会主动切断
跟母校的联系， 隐藏起宏志生的这段经
历。

宏志班刚刚设立的时候， 每一个宏
志生的校服背后都印有“宏志班” 3个醒
目的大字。 这本是学校对宏志生的鼓励，
希望他们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 然而不
少宏志生觉得， 这3个字让他们在同学们
面前更加自卑。

事实上， 如今不仅校服背后醒目的
大字已经消失， 宏志班作为一个实体也
不复存在了。 从2011年起， 广渠门中学
不再把宏志生单独编班， 而是把宏志生
和其他学生混合编班。 甚至， 宏志生也
不再只是招生的概念。 对那些来到学校
后， 家庭突发变故有困难的学生， 经学
校认定， 都可以享受宏志生待遇。

为什么学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
曾经是宏志生？ “中国有句老话， 新贵
怕旧识。 大多数宏志生害怕外界知道自
己曾经是宏志生而对他们另眼相看。” 岳
丽说。

毕姗带的高二 （3） 班一共35名学
生， 其中有23名是宏志生。 坐在教室里
听课， 很难区分谁是宏志生， 谁不是宏
志生。

虽然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生几乎每年
都有考上清华、 北大的， 但因为承受不
起失败， 大多数宏志生其实不愿报考清
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前不久， 毕姗带班里的学生去了趟
清华和北大。 “有学生问我， 我们不可
能都考到清华、 北大， 为什么都要去？”

那次出行， 毕姗给所有学生出了道
题， 每个人都要找一名大学生借饭卡。
她说： “我很高兴， 那天没有一个学生
没吃上饭。 清华和北大的一些学生还主
动要请客， 学生们心里都暖暖的。”

在回来的路上， 一名学生对毕姗说：
“老师， 今天我在清华吃了4个鸡腿， 明
年我就考清华吧。”

“我们花了很多力气， 让宏志生对这
个社会心平气和， 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有
翅膀也能飞翔。” 吴甡说， “我们会坚持
下去， 坚持到所有宏志生可以大声说出
我是宏志生的那一天。”

在广渠门中学的校园里游走， 如果
不是留心寻找， 你很难找到宏志班3个
字。 20年宏志教育的历程，浓缩在十几幅
照片和几张剪报上， 静静地陈列在教学
楼地下一层一个由过道改建的陈列室
里。

陈列室没有锁， 谁都可以进去。
（文中宏志生姓名均为化名， 本版图

片均为资料图片。）

给寒门学子开一扇希望之门
■施剑松

20年前，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开
设宏志班， 宏志教育由此开始在全
国推广。

为了做好宏志教育的选题， 我
先后去广渠门中学采访了3次。 每
次去都要待上半天。 我跟吴甡校长
聊了两次， 跟4位宏志班班主任聊
了两次， 坐在教室里听课， 在校园
里游走， 可迟迟下不了笔。

20年， 1400多名贫困家庭的学
生在这里接受教育， 感人的故事太
多了。

一对80多岁的退休老夫妻， 大
热天坐地铁来到学校， 留下4000元
钱， 却说什么也不肯留下名字。 回
去的路上， 两位老师陪着两位老人
走了三站地， 一直送到地铁口。

还有北京一家出租车公司的于
凯车队。已经七八年了，每到高考，出
租车司机们都会穿上整齐的制服，开
着洗得一尘不染的车，来学校送宏志
生们赶往考场，从没耽误一分钟。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没有鲜
花， 没有掌声， 好像跟大多数人也
没有关系。

从班主任的家访回忆里， 我知

道了很多宏志生家庭的情况， 但3
次进校采访后， 我越发感觉应当更
近距离了解宏志生及其家庭。 于
是， 我去了京郊平谷区李蔡街村的
宏志生赵龙的家。

我没有想到， 赵龙的家如此贫
困；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17岁
的少年坐在空荡荡的卧室里， 会跟
我说： “我不能有梦想。”

命运很早就在宏志生们稚嫩的
肩膀上压上了一副重担。 当这些少
年纯真的眼神不得不面对冰冷的现
实时， 他们不知所措， 仿佛整个世
界都对他们关上了大门。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
的命运里都可能碰到这一刻。 家庭
的贫困、 亲人的变故、 意外的灾难，
发生在宏志生们身上的一切也可能
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宏志教育仿佛打开了一扇希望
之门， 让这些寒门子弟第一次有了
一个选择， 选择靠自己去改变命运。

宏志教育20年， 虽然历经波折，
让最初的理念蒙上薄雾， 但是， 我们
相信， 关怀弱者、 帮助他人， 仍是我
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内涵之一。

我觉得， 这就是宏志教育的价
值所在。

采访手记

宏志生用收集的矿泉水瓶卖废品积攒班费。

宏志班的教师到家庭贫困的学生家中进行家访。1995年9月1日，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首届宏志班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