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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为了守住这团火

———聚焦工读教育 （上）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柯进

1959年10月1日， 新中国走过第一个
10年。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人们聚在
一起， 透过黑白电视机那一小方屏幕，观
看天安门前盛大的游行活动。 游行队伍
中， 一群身着短袖衬衫的十来岁的孩子，
鼓号喧天地列队走过天安门城楼。这是一
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镜头，如果不是电视里
画外音的介绍， 他们看起来只是一群普通
中学生。

他们并不普通， 这群孩子来自北京市
工读学校（现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一所
当年为了挽救有犯罪倾向和不良行为的问
题少年而成立的特殊学校。 他们把这个活
动叫做向荣誉进军。

上世纪80年代末，工读教育从一个词
变成了一段影像。1985年， 根据柯岩同名
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热
播。工读教育那堵神秘的高墙被拆开了，原
来工读学校并非缠着铁丝网的高墙、 公安
干警把守的铁门， 这是一所学校， 而非监
狱，这里只有孩子，没有罪犯。

一个甲子过去，如今，工读学校隐姓埋
名，躲到了教育的身后，除了偶然能够在媒
体上看到对它的哀叹和嘘声， 除此以外基
本上看不见它的踪迹了。人们不再谈论它，
在快速前进的教育改革中，也许，是人们把
它忘了。

唯一没变的， 是挽救和教
育每个孩子的初心

毛头小子刘述常站在解放牌卡车的后
斗里，斗志昂扬，他觉得自己像《青年近卫
军》里的奥列格一样，正要启程去奔赴一场
战斗。

卡车上与他同行的51名学生和老师，
他们是一群拓荒者， 他们来到距离北京市
区30公里温泉镇， 开办一所新的学校，准
确地说， 是开始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
工读教育。

1955年7月1日，这个日期一直刻在刘
述常的脑子里。这一天，北京市工读学校成
立。

在当时，除了搞教育的人，听过“工读
学校”这个词的，大多是从苏联小说里。苏
联建国初期，混乱而无序的城市乡村边缘，
流浪着一群违法的孩子， 他们被一位叫做
马卡连柯的教育家收留，一边劳动工作、一
边读书学习，被称为高尔基工学团。

作为当时北京市工读学校的第一批老
师， 杜飞第一天报到就感觉自己进了龙潭
虎穴。 他一到教室， 孩子们呼啦就围上来
了， 有的是掰着胳膊， 有的是揪着腿， 样
子很亲热。 杜飞立刻发现来者不善， 他们
的力量越来越大， 他的手脚动弹不得。

“这可不是热烈的欢迎仪式， 而是要给我
个下马威。”

那时候， 打架的事情最让他们头疼，
老师们看得紧， 学生们就偷偷打。 “这样
也不是个办法， 不如放开让他们打。” 刘
述常向时任校长赵敬堂建议搞一个拳击比
赛， 来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

拳击赛的消息一宣布， 学生们沸腾
了。 缠着白布条做腰带， 登记挂牌， 由体
育老师做裁判的拳击赛， 安排在每天的课
外活动课。 这样一来二去， 堂堂正正的较
量反而代替了私底下的争勇斗狠。

1979年冬天，北京市工读学校（此时，
北京市工读学校已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工读
学校）遭遇了第一个寒冬。那时候，学校刚
刚经历“文革”停办，复办的学校招生困难、
教育效果也不太理想。“学生反抗意识很
强，冬天你生炉子，他就往里面撒尿。”

尽管看起来磕磕碰碰， 时有矛盾， 但
是工读学校却有一种深沉的情感联系。

在这里， 学校的司机师傅平时重要的
一项工作， 就是跟着班主任老师满北京城
寻找逃课的学生。 王师傅一边握着方向
盘， 一边翻倒那些往事， “‘文革’ 的时
候， 有人要揪斗老师， 呼啦出来几十个学
生护着老师”。

前段时间， 这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
工读学校刚迎来自己60岁的生日， 不经
意之间提醒人们， 这种教育形态也走过了
60年。

60耳顺， 工读学校回过头去， 看到
一路走来的变与不变。

校名变了， 1996年， 海淀工读学校
也更名为海淀寄读学校， 校长肖建国说：

“这是为了保护学生， 来这里的学生全部
以寄读的身份， 学籍保留在原学校， 学生
毕业后不会留下一点工读的痕迹。”

1994年5月， 原国家教委决定， 工读
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 对内是工读学校，
对外是普通中学的校名。

教育内容也变了， 以前， 工读教育招
收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品行偏常和具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如今， 除了教育、
矫治具有严重不良行为和品德偏常的未成
年学生， 它还要对这部分未成年学生实施
义务教育， 甚至连工读中“工” 也变淡
了。

唯一没变的， 是挽救和教育每个孩子
的初心。

整个60年，工读教育的使
命，就是为了守住这团火

那团篝火，一直烧着，烧着，在刘述常
的记忆里，似乎整整烧了一宿。他最初对工
读学生的芥蒂和防备， 正是被这一把火烧
得精光。

第二任校长王胜川刚刚到任， 就组织
了一场篝火晚会， 学生们从显龙山上抱来
柴火，在操场上堆成火堆，他们围着跳舞、
唱歌、摔跤，在噼里啪啦的火苗中，好老师、
坏孩子的界限，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坚冰一
并融化了。 刘述常第一次看到学生脸上那
种毫无杂质的笑容。

王胜川指着火堆说：“每个孩子心中都
有这样一团自尊之火，老师要点燃它，让这
团火烧掉自身的肮脏。 ”

60年后，刘述常仍能够清晰完整地对
着电视镜头将这段话复述出来， 并非他的
记忆超群，而是因为整个60年，工读教育
的使命，就是为了守住这团火。

和刘述常这样的老前辈相比， 张琪从
教的年头不算太长，不过2004年从普通学
校调到这里的她， 也在这所四合院工作了
11年，在工读学校待久了，她反倒觉得离
教育的本质更近了一步。在这里，她感觉触
摸到了教育本质里的柔软部分。

2004年以前，在铝合金和单向玻璃装
饰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还没建造起来之
前， 像张琪这样的工读老师也大多没有什
么心理学的专业背景， 也不会为自己的教
育方法找到专业的心理学解释。 张琪相信
一个办法，就是“将心比心”，用一颗心去焐
热另一颗心。

初三女生李雨晴， 第一次当着老师的
面哭，是在海淀寄读学校的宿舍里，那天下
午，她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恨都告诉了张琪。

在这之前，李雨晴留给其他人的印象，
都是一个爱美、好动、热情洋溢的女孩子。

“那是她的防御外壳， 她是个内心敏感、脆
弱、受过伤的孩子。”接触久了，张琪发现每
次别人谈起爸爸妈妈时， 李雨晴的眼神总
是有一丝落寞。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张琪开始了一次次的谈心、一次次的家访，
逐渐走进她的内心，整个过程就像“一点点
攻破城堡的厚墙，救出公主”。

“80%的工读孩子来自问题家庭。这些
孩子们没有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 除此之
外，升学的重压下，家长、老师一味地苛求，
给部分孩子的自尊心和人格造成了伤害。
渐渐地，他们成了异类，被误解和归类。”肖
建国说。

原北京市工读学校教师谭鑫觉得，要
将被雨水淋湿的柴火重新点燃是不可能
的。直到1959年10月1日的早晨，他看到那
面写着“北京市工读学校”的校旗，在东单
广场立了起来，终于相信这不再是梦。

“工读学校学生参加游行阅兵，这不是
捣乱吗！”几个月前，当他提出向教委提出
希望工读的学生也能参加国庆游行时，对
方倒吸一口凉气。在公安局那里，他也得到
了相同的答案。

就连学生们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只
有老师们坚信这事能成， 在那个满是尘土
的操场，快三锤队、行进鼓队一遍又一遍地
练习，然后找来校外专家一遍遍指导，最后
找来领导看他们彩排。 他们用了几个月的
时间，等待奇迹的发生，奇迹最后也没有辜
负这帮孩子。

今年，工读教育60周年年会在海淀寄
读学校举行， 谭鑫故地重游， 感叹学校变
了，原本残破的四合院翻修一新，新开了校
史馆和专业教室，只有那一汪温泉，还在一
直流淌着。

“在我们这里， 教育是24
小时不打烊的”

女生寝室的墙被一整面厚厚的玻璃替
代， 这让正准备从一所普通学校转过来的

李霁十分好奇，她用手指敲了一下，玻璃对
面罩着的窗帘拉开了， 一个女老师笑着朝
她招手，示意她过去。

寝室的隔壁是教师的值班室， 同样摆
着架子床，每天晚上，都有值班老师会在这
里陪寝。将墙上的窗帘全部拉开，这里就像
一间玻璃房，透过两面玻璃墙，能看到两个
房间里学生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将寝室设计成这样？ 肖建国解
释说：“这是为了补全一个完整的教育闭
环， 在我们这里， 教育是24小时不打烊
的。 ”

有普通学校的老师过来参观， 问为什
么男女要分班，张琪的解释也是“补全这张
24小时的教育时刻表”。 她说：“如果男女
混班， 白天带他们的老师和晚上陪寝的老
师或许就不是一个人， 那个孩子白天的问
题，晚上的老师就不清楚，就存在着断层和
时间差。 ” 普通学校教育的阵地主要是讲
台，下课铃声一响，一拍两散。 但在寄读学
校里，24小时的陪伴，从食堂到宿舍，从操
场到食堂，几乎每一个与学生交流的瞬间，
就是教育的当口。

每个星期， 老师夏坤会有一半的时间
睡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值班室里。

在这个小小的隔间里，夜晚来临，同学
都睡着， 学生许雷就会偷偷溜到夏坤的值
班室里跟他学推拿，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夏坤发现许雷对推拿特
别感兴趣， 运动医学专业毕业的他早年学
过推拿，借着这个机会他倾囊相授。

夏坤的指压和揉推，给总以“硬汉”形
象示人、 不服管的许雷做了一次“心理按
摩”。卸掉戒心的他，将自己的家庭、挣扎和
梦想，一点一点地告诉了夏坤。

时间再往前捯一些， 他刚刚来到这里
的时候，那时这里还叫“海淀工读学校”，没
有玻璃墙的宿舍， 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改
成的宿舍里，床铺一个挨着一个，门口横着
一张床， 值班老师就睡那里，“害怕学生半
夜起来跑了”。 这样的环境，夏坤也睡过几
年，学生晚上起来上个厕所，都得从他床边
过，一来二去，他的神经衰弱、失眠症的病
根就这么落了下来。

现在说起来也挺可笑， 当时他最害怕
的，是学生们晚上趁他熟睡，将他揍一顿。

周一早上8:05， 老师陈饶和撸起袖
口，瞅了一眼手表，这是一周里他最紧张的
时刻。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 升旗仪式就要开
始，自己面前的学生队伍里，还有5个没有
来学校。“是不是堵车了？不会又逃了吧？ ”
陈饶和一边翻开手机通讯录， 准备给那几
个没来的学生父母打个电话， 一边用余光
扫了一眼隔壁班的队伍：“瞧， 不也有仨还
没来吗？ ”

国旗前，每个班主任面前，延伸出了宽
两人、长不等的队伍。 队伍的长短，似乎成
了他们教育能力的一个量化，“这是个脸面
问题”。

在这里，老师要跟一种“5+2=0”的惯
性作斗争。 2天的社会、家庭影响，最终可
能抵消5天学校的教育效果。 寄读的生活
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日常生活、学习、
饮食、洗漱、活动、就寝都有规定，但诸多的
锁链，周末一回到家全解开了。“养殖池里
的鱼苗，把它放回了汪洋，再想让它回来，
就难了。 ”

守住一所学校就是守住了
一座阵地， 守住了孩子和家长
最后的一根稻草。 可是这根稻
草， 从来就不是掌握在工读学
校自己手中的

躲过了十年浩劫， 工读依然难逃停办
的命运。

“说不让办就不让办了。”改革开放后，
北京朝阳工读学校遭遇过一次停办危
机。当时的校长刘瑞峰去教委讨要说法，
教委的领导什么也没说， 拉着他去看少
年管教所。刘瑞峰说：“你甭拉我去，少管所

我看多了， 它跟我们的工读学校不是一个
性质，你想把我们的学生都送到那儿去，这
是绝对错误的！ ”

不知从何时开始， 工读学校变成了一
片谁也不愿提及的“禁区”，它逐渐消失在
了领导们的发言报告中， 消失在了领导视
察的路线里， 也消失在了惯常的评价体系
中。尽管学校名录里有他的身影，但它却成
了尴尬的透明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肖建国记得， 大众对工读教育的误解
是从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开始的。 大
家对工读的理解， 简化成了一段经久难灭
的影像记忆：那些怒不可遏的脸、出血的嘴
角和握紧的拳头。

电视热播的时候， 主管教学的徐校长
正在当班主任，他给家长写信的时候，一位
家长向他反映：“能不能不用你们工读学校
那个信封？这样的信封寄到家里以后，我们
感觉在亲友、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 ”

经过30年的发酵和固化，混乱失序的
环境、败柳残枝的学生，透着一股劣质味的
教育， 似乎已经成了大家对工读学校和工
读学生颠破不灭的印象。

有时候张琪觉得，跟刻板印象斗争，就
是跟一块铁板死磕。

在被一位知名导演看中， 成了一为小
有名气的特型演员之后， 李蕾和她的母亲
决定跟海淀工读学校一刀两段。 李蕾的母
亲惦记着学校官网上挂出的一张李蕾作为
优秀学生代表发言的照片，她找到学校，希
望能删掉这张照片， 她希望抹掉李蕾在这
里生活学习的所有印记。

上世纪90年代末，工读学校开始了轰
轰烈烈的更名运动， 一大批工读学校改头
换面，即便是在自己学校的简介里，他们也
是羞羞答答，不愿把自己的身份挑明。比如
在一份工读学校的宣传彩页上， 会看到这
样的话：“这是一所融文化教育、法制教育、
心理调适为一体的新型寄宿制学校。 ”

尽管如此，在许多家长看来，这里仍是
问题青少年的“集中营”，送进这里学生会

“交叉感染”，只会越来越差。
一项名为“世纪之交的工读教育”的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数据表明，60
万人口左右的城市或城市社区， 需要特殊
保护和预防犯罪的未成年人约1000名左
右，需要一所能够吸纳300—400人的工读
学校。

尽管没有数据证明中国的“问题少年”
的数量下降，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工读
生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 可以为此做注脚
是一些教学行政部门的领导们谈及工读而
色变的表情。 当他们宣布此地没有工读学
校时，就像根除了择校一样，根除了一项纠
缠在教育之上多年的顽疾。

工读学校没有自然的学生来源， 来此
的学生都是“半路出家”。 而在刘瑞峰做老
师的时代， 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由公安派
出所、居委会及家长强制送进来的。

如今， 强制入学逐渐让位于依赖普通
学校的“软强制力”。 贵州省凯里市第四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向正元在接受采访时
说：“对问题学生，普通学校会和家长商量，
要么去工读学校读书， 原学校保留档案和
发放毕业证，要么就劝其退学。 但是，很多
家长会采取转学等措施， 避免孩子进入工
读学校。 ”

普通学校“择优录取”，工读学校“择劣
录取”。可是，优劣之间的那条界限，却是模
糊不清的，这其中有很多秘而不宣的算计。

在一张饭桌上， 上海一所工读学校的
老师徐芝茹遇到了另一所工读学校里负责
招生老师，她提出自己多年来的一个疑惑：

“学生不良行为多出现在八年级，为什么到
九年级才被送到工读学校？ ”

这位老师回答说：“普通中学八年级的
学生上课纪律最乱，学生的问题最多，对学
校的声誉影响不大，普通中学现在

生源也很紧张，把学生早早地就送来，他们
拿什么吃饭？学生上九年级时，学校担心这
些差生在中考时影响学校的平均成绩和声
誉，普通中学才不得不把这些包袱甩掉。 ”

工读学校的迁徙和出走，
在顺应北京迅疾的城市化的同
时， 背后也响起了那些重污染
企业撤离北京时人们同样的叹
息和嘘声

有的时候，陈煊会出现幻听，耳朵里反
复出现一段熟悉的声音， 先是车轮摩擦铁
轨的咯噔声，这种有节奏的声音由远及近，
然后是火车冲过站台的呼啸声。

他就读的工读学校坐落在上海南郊的
一个工业区内，从五楼的教室的窗户望去，
不远处是被铁轨切割出的大片农田。 上课
时， 轰鸣而过的列车时常将老师的声音压
成蚊讷。

他描述自己的学校是“一所架在空中
的学校”，顺着楼梯从5楼走到3楼，被一扇大
铁门紧闭的大铁门挡住，他需要穿行到楼体
外的旋梯才能下楼，因为楼下两层被区里财
政部门占用，学校实际使用的只有3层。

工读学校作为普通教育序列的一个环
节，不仅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巨大的“失
语”空白期，而且在地理空间上，也被推向
边缘。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工读
教育（2007）”普查数据，大多数工读学校
位置处于城市郊区， 平均距离市区14.2公
里。在北京市，除了一所工读学校在三环以
内的城区，其他的几乎都在五环周边，有的
甚至接近六环。

在一份北京地图上，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研究员陈晨用白星标出了工读教育的
位置，用红星标出它们原来的校址，呈散射
状。“随着城市发展以及工读学校的持续

‘被污名化’， 使得这些学校出现招生难和
办学难困境。再加上，北京城市中心地皮价
格连番走高， 迁址成了这些学校无奈的选
择。 ”陈晨说。

工读学校的迁徙和出走， 在顺应北京
迅疾的城市化的同时， 背后也响起了那些
重污染企业撤离北京时人们同样的叹息和
嘘声。

陈晨说：“搬迁后， 代表学校软实力的
优质资源逐步流失， 一些教学和管理经验
丰富的老师，由于学校太过偏远，纷纷选择
离职。 ”

在经济欠发达区域， 一些工读学校不
得不依靠学校自身创收，比如房屋出租、基
地活动收费、培训、办职业高中等途径获取
资金以补充义务教育阶段开支。

“3∶3∶3”， 学界常用这个比例来形
容工读教育的发展状况，即走出困境、步入
良性循环、取得办学效益的占三分之一；初
步摆脱困境、解决生存危机，正在稳定发展
的占三分之一；尚未走出困境，办学形势仍
不乐观，生源原来越少的，占三分之一。

工读学校已经由巅峰时期的157所减
少到不到70所， 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有
的省份至今还未有一所工读学校， 包括像
山东、 河北这样的人口大省以及西北边远
贫困地区。

红砖黑瓦的平房校园还在， 校园中部
的大水塔还在， 圆形的大门还是老样子，
65岁的余华贤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母
校———合肥工读学校， 只为能看上母校最
后一眼。

前段时间， 他还和
一些老同学刚刚在这里
办过50周年的校庆，一
帮老朋友说说笑笑，将
上学时的回忆拿出来一
遍一遍地咀嚼。几天后，
他得知， 这里很快就要
被拆除。

余华贤望着一段正
在修建的道路发呆， 他
目光所及之处， 大房郢
路将从学校的废墟中穿
过， 合肥最后一所工读
学校也就这么消失了。

（刘述常、 杜飞、
张琪、 谭鑫、 李霁、 李
雨晴、 陈饶和李蕾均为
化名）

“你的床离炉子远， 在我这儿多烤会儿
火吧。”

“我算是暖和不过来了。” 谢悦瓮声
瓮气地说。

“心里全结了冰？”
谢悦缓缓地摇了摇头： “是冰就好了。

我心里———是几座坟……”

“我们一定会成功么？”
“我们应该成功。”
“我们会失败么？”
“当然有可能失败。”

———电视剧 《寻找回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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