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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大家
教育下午茶

张伯苓先生为使学生更多地了解
社会，于 1926 年 8 月成立南开学校

“社会观察委员会”。委员会宗旨即
“欲挽救中国民族之衰颓，国家之危
亡，舍造成具有‘现代力’之青年⋯⋯
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以促成中国

‘现代化’而已”。张伯苓办教育，是自
觉地为着推进中国现代化而进行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何传启研究员把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中
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1840 年至 1911 年，清朝晚期现代化
起步阶段；二是 1911 年至 1949 年，民
国时期局部现代化阶段；三是1949年
至今，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阶段。张
伯苓的办学实践，主要在第二阶段。

日前，“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推进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0》也正在制定之中。4 月 5 日
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纪念张伯苓诞辰
140 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张伯
苓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的探讨，对以
教育现代化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
启发。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张
元龙和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向校友会代
表和师生代表赠送了张锡祚为其父张
伯苓所作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针对中国时代痼疾，开
出教育救国良方

记者：与张伯苓的时代相比，中国
社会和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
今天为何还要重温张伯苓教育思想？

薛进文：作为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
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标，而且
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贯
穿于教育实践中。张伯苓的教育思想
对我们仍有多方面的启示：一是教育
宗旨不可仿造。从照搬欧美教育到对
其客观评价、批判地吸收其有益成果，
张伯苓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痼疾，
找到了南开教育的发展道路，体现出
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
势。二是“知中国，服务中国”要靠科
学和人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建
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
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
国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三是培养具
有现代能力的学生。一所学校的人才
培养目标是否体现学校功能定位，人
才培养模式与目标是否一致，课程设
置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
过程是否满足人才培养要求，教学理
念、内容、方法、手段等能否保证人才
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都是一所成功学
校的基本品质，不是单纯靠数量扩张
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必须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具有社会责任
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合格人才。

龚克：从严范孙、张伯苓 1904 年
创办私立中学堂算起，南开建校已有
112 年。若从 1898 年张伯苓执教严
氏家馆的私塾时期算起，南开创办时
间就更长了。自创办南开学校以来，
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教育和南开学校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仍然在
纪念他们，深切缅怀这两位南开的创
办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开创了南开的
事业，而且因为他们把不朽的精神财
富留给了南开、留给了中国的教育。

记者：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
校长，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源起是什么？

龚克：张伯苓办教育是为了救国
强 国 。 法 国 外 交 部 档 案 馆 保 存 了
1929 年 7 月 12 日张伯苓在巴黎高等
师范学院演讲的法文记录稿，不久前
来访的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
先生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南开大学。
在这次演讲中，张伯苓提到了中国的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通过教育来
救中国。他说：“中国走出困境、解决
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就
是教育。教育可为中国提供懂得如何
奋斗的有经验、有准备的人才。这是
我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十余年
来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利国利民
人才的原因。”当时，张伯苓还不可能
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也没有投身社

会革命，但他在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
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家，比如周
恩来、马骏、于方舟、彭雪枫等。

记者：您怎样理解张伯苓的“公
能”教育？

李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在《温
家宝谈教育》中说：“我想起我的母校
南开中学。这所学校培养出 68 位院
士和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的校训一直深深印在我的
脑海里。”

“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的
“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及他人
的能力。”“公能”校训是南开的法宝，
正因为这样，南开才能够培养出众多
领袖人物和大批栋梁之材。诚如校友
刘东生院士所说，“这个校训是跨越时
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育人箴言，过一
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失真”。

张元龙：南开教育从一开始就是
当时中国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启蒙
的焦点就是公和私的正确关系。早在
1915 年 3 月，张伯苓就指出：“试问海
内视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他又提
出：“欲免为亡国之奴，请先克服自
己。”南开建校 30 年时，张伯苓正式宣
布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其实，
这是对 30 年南开践行教育救国理念
的总结和提炼。

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严范孙，曾任
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教育，但他辞官
回乡，倾尽家财，开办私学；张伯苓是
教授私塾出身，后来却以“公能”为本，
把学校办到“有中国即有南开”、“中国
不亡有我在”的境界。其中的一私一
公，很值得思考。公私关的启蒙，现在
依然是很重要的问题。

龚克：张伯苓提出“公能”教育思
想不是偶然的，他在巴黎演讲中说：

“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
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
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的素质，
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
人，这就是我要追求的解决问题的根
本方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中国
保持着自己的历史，保持着自己的活
力，而且我们一定要有美好的未来。
面对当今的时弊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
的人，使其能够思考现状，解决当下问
题，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未来中国做
好准备。”

“公能”教育思想之所以不朽，是
因为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育人的根
本。现在我们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精髓就是

“公”“能”“日新月异”。今天最大的
“公”，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的社会理想，培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一代新人。而“能”，就是
修身报国、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能力。

侯杰：张伯苓把“痛矫时弊，育才
救国”作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他
认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

“愚”，民性保守，不求进步，教育不普
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
充满迷信观念；“弱”，重文轻武，鄙弃
劳动，鸦片烟害泛滥，早婚流行，导致
民族志气消沉；“贫”，科学不兴，荒灾
叠见，生计艰难，政治腐败，贪污盛行；

“散”，不善组织，不能团结；“私”，所见
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

在他看来，唯“公”故能化私，化
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

“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
公服务之能力。

孙元：作为南开学生，无论时代如
何发展，我们的“公能”志向永远没有
变。南开初创时中国满目疮痍，在“公
能”精神感召下的南开学子，用自己发
出的微弱光芒，照亮了民族前进的道
路。周恩来、于方舟、何懋勋和张伯苓
四子张锡祜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记者：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是
否受到严修先生的影响？

张国贤：张伯苓是严修教育救国
思想的实践者。严修亲身经历过三次

战火，英法联军之役、甲午战败和庚子
国变，给他极大的刺激。他冒死上书，
积极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教育，以救国
图存，开后来“公能”校训之渊源。

反省文化沉疴，培育现
代公民

记者：张伯苓的教育是为建设现
代中国服务的，是为造就现代公民
的。在这方面，他的教育有何特点？

宋秋蓉：张伯苓在审视中西文化
差异中，痛切反省中国的历史文化沉
疴，其所体认的公民素养教育具有鲜
明的现代色彩。

一是个体权利与公共责任意识的
教育。他说：“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
主，要负责任。”这里的责任，既有现代
公民素养中公共责任的意蕴，又有中
国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感的本色。

二是公共道德观念的教育。他
说：“爱物亦公德也，公德心之大者为
爱国家，为爱世界。”其宗旨是养成维
护公共环境与秩序、热爱国家乃至世
界的现代公民情操。

三是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的教
育。这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
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
力合作，相互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
治治人之一般人才。”

四是诚信意识教育。他说：“做事
没志诚，不恳挚，是不成的。”

五是个体自由与规则意识教育。
这是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的必然要求，
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说：“中
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
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

马健：张伯苓践行“公能”教育，对
教育方法不断改进，希望学生在平时
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
公者，勉励学生求学戒空谈，希望学校
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南开学校科学
仪器、图书、体育设施完备，开设了社
会观察课，让学生了解实际，增进社会
责任感，重视学生结社和集会能力的
培养，为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做准备。

记者：爱国主义精神是现代公民
素养的重要部分，张伯苓的爱国教育
有何体现？

侯杰：这典型地体现在抗战中。
他不仅鼓励学生、孩子奔赴抗战前线，
而且当南开学校在日寇炮火中毁于一
旦后，马上公开表示：“敌人此次轰炸
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
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给他
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当得知南开学校
没出汉奸时，他十分欣慰，觉得这比获
得任何勋章都重要。

扎根本土，守住中华文
明的精髓

记者：面对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
全盘西化思潮，张伯苓在办学中是如
何抉择的？

李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在《温
家宝谈教育》中有这样的评价：“张伯
苓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
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
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
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才。”

龚克：张伯苓在巴黎演讲中，特别
强调在学习西方时要明确底线，坚持
中国传统、坚守中国价值。他说：“中
国不能忘记，即便中国在物质方面与
西方一样拥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能
够借此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中国还是
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
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
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张伯苓的这种爱国精神是不朽
的，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过程中仍需传承和弘扬。

张健：南开学校创办之初，欧美化
倾向一度比较严重。1924 年，学生宁
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
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
实际。经过深刻反思，张伯苓认识到，

“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
中国之国情”。于是，南开加快了教育
改革的步伐。1928 年春，张伯苓主持
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
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
学制、师资、教材均直接或间接来自西
洋，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
背景”“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对
此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

‘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土
货”，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
际”，以更好地“知中国、服务中国”。

面向国际，争与牛津哈
佛“东西称盛”

记者：南开校名来自学校所在的
“城南开洼地”，名字非常朴素，却面向
世界，志向远大。对此您如何理解？

龚克：1944 年南开学校 40 周年
校庆之际，张伯苓提出，“务使我南开
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
哈佛、雅礼（今译耶鲁）并驾齐驱，东西
称盛”。他的这一理想，不是为了一所
学校，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
了这个理想，他苦干、实干、拼命干、带
几分“傻气”地干。张伯苓的实干作风
是不朽的。这种实干，是从我做起、从

“面必净、发必理”这样最基本事情做
起的实干，是艰苦奋斗的实干，是历经
挫折而愈益勤勉、百折不回的实干。

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争创“双一流”，实现我国从
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
性跨越，必须继承发扬张伯苓的实干
精神，全力以赴实现战略目标。

张健：值得注意的是，张伯苓不是
要照猫画虎地办成“东方牛津剑桥”

“东方哈佛耶鲁”，而是要与之“并驾齐
驱”“东西称盛”。在他看来，南开有不
足，要发展，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
的，这是何等自信。

募捐并承担社会责任，
尝试现代大学办学方式

记者：张伯苓参加了大量募捐活
动，这体现了什么样的办学特点？

张元龙：张伯苓办学期间的一个
主要任务是为学校募捐。南开学校是
全社会的捐资、赞助与扶持造就的。
这种以社会捐款、校友捐赠为主要经
费来源的办学模式，正是当今世界名
校使用的办学方式，70 年前的南开
大学就已经成功实践了。

记者：张伯苓还参与了大量社会
工作，这体现了他什么样的追求？

张元龙：他同时曾经是中国另外
28 个学校的董事或董事长。据不完
全统计，1917 年到 1948 年他的催捐
函电超过 200 次，不少是为帮助其他
组织或个人。他出席与南开没有直接
关系的会议 380 多场，各类讲演、报
告、讲话 482 次。社会职务 209 个，大
到国民参议会副议长、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小到“未能归家学
生组织暑假乐群会”名誉总干事，除教
育和体育外，涉及宗教、文化、外
交、禁毒、废娼、防灾等众多领域。

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说，南开
学校是当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个

“公益项目”。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看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价值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乡之间的差距
在缩小，农村学校的条件有了大幅度的
改善。班班通、电子白板、塑胶运动场，
在一些农村学校已是标准配置。但是农
村学子素来以“跳农门”为目的，乡村教
育把逃离乡村作为方向，这样的状况并
没有多大改变。由于农村城镇化的推
进，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已有很大的
变化，农村儿童接触乡土自然，了解乡土
历史的机会更少。乡村教育有丢掉乡土
根基之虞。

城镇化的时代步伐不可阻挡，但是，
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乡土中的一切都是落
后的，更不意味着要抛弃乡土中的一
切。教育关乎人的成长，燃灯续火，传承
文明，要守住精神根基，续接优良传统。
择善从之，方能继往开来。从教育的角
度，从培养人的角度，乡土能够为教育提
供多方面的精神养料。

乡土是民族精神教育的起点。传承
家国情怀不能没有可亲可感的乡土元
素。深刻体会到这一点，那是在几年前
的一天，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一些反
映乡村英烈的历史资料。阅读一篇篇故
事，细看一张张照片，我在步入中年后才
第一次认识到家乡曾经涌现出这么多英
雄豪杰。他们以身许国，舍生取义，慷慨
赴死的英雄气概，与我们在历史书中读
到的那些家喻户晓的英烈一脉相承，其
高尚悲壮毫无二致。惯于仰望高在云端
的英雄豪杰，想不到英雄就在自己身边
的土地上。把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连缀
起来，我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民族求民主、
求解放的历史进程。这件事让我汗颜，
也给我启发：家与乡不可离，乡与邦本一
体。从乡土历史里可以找寻到我们民族
的心灵密码。了解乡土历史，我们才会
学到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历史。我们
在地方课程中融入本地系列革命故事，
组织学生学习。每年清明节，不只是网
上祭扫先烈，还实地给长眠在本土的烈
士扫墓。从乡土出发，我们的历史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接着地气、血脉贯通。

乡土是情感教育的宝库。乡村有丰
富的情感教育资源。农村自有农村的特
点，更加接近大自然，有“大美不言”。变
换的四季，无垠的田野，清新的空气，飘
香的稻禾，还有朝露的晶莹，河水的清
澈，鸢飞鱼跃，鸟语花香，那是在城市的
混凝土森林中难以寻觅到的。“桃李罗堂
前，榆柳荫后檐”，是陶渊明安顿身心的
农村人家。“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
雨如烟”，是翁卷眼中的农村胜景。“一庭
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是郑板
桥笔下的农村生活。只要拥有一颗热爱
自然、热爱乡土的心，我们随处都能发现
乡村的诗意和美好。这就需要我们把发

现乡村的美，融入平时的教育教学中。
乡村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集体活动，如
郊游、野炊、远足，为学生亲近自然，放飞
心灵提供机会。陶冶思想情操要沐浴自
然的风华，也要接受乡土人文的熏陶。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
方都有地方上的贤才俊杰，有过去的、有
现在的，有史书记载的、有民间传说的；
或立言，或立德，或立功。总有值得学习
的地方。我所在的公安县诞生过在文学
上影响深远的“公安派”文学家袁氏三兄
弟。学校开发三袁诗词课程，学生借助
学习古诗词，增进了对乡土的了解和热
爱，结识了三位来自家乡的卓尔不群的
精神导师。

乡土是生活教育的实践基地。从农
村里出来的成年人，稍一回忆，可能就会
有很多成长记忆。农忙时节，帮助大人
割谷、插秧，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农闲
时，跟着父母学种菜，翻地、浇水、锄草、
捉虫，呼前跑后，兴趣盎然。更多的恐怕
是和村里的小伙伴成对结伙，上树摘果
子、掏鸟蛋，下水摸鱼虾、采菱角。或是
分成两派，玩“打仗”的游戏，攻城夺地，
一决雌雄。如此种种，既有劳动的辛苦，
也有游戏的快乐。在乡村的广阔天地
里，强健体魄，锻炼品格，学到了许多课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乡村仍是广大乡村
儿童赖以生存的环境，为充分发挥环境
育人、生活育人的作用，鼓励学生家事村
事“事事关心”，做小记者，了解变化、记
录过程；做小管家，参与其中，出一份
力。在班级交流时，学种菜、学卖货、学
包粽子，一个个生活故事折射出学生的
进步成长。从中学到的诚实勇敢、吃苦
耐劳、团结友善等为人处世的意志品质，
持久地驻扎心头，成为生活的习惯。在
做中学、在玩中学，乡村生活教育增加实
践历练，弥补学校教育的短板。

鲁迅在《故乡》中感叹，“闰土在海边
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园子里高墙
上四角的天空”，表达出一个足不出户的
富家少爷对大自然、对乡村社会的无限
向往。孩子天性是热爱大自然的，乡村
天然具有长养人、抚育人的功能。乡村
学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带领学生
走上乡土发现之旅，比如参观访问、专题
讲座、田野调查、实践劳动、志愿服务
等。乡村教育如能引领他们发现乡村的
美，感受乡村的节律，沐浴乡土的风华，其
润泽心田的教化作用，一定会与他们在思
想品德课、艺术课、语文课上学到的相得
益彰，相映成趣，历久弥新。曾有一位城
里的小学语文教师基于对我国农耕文明
的发现，开发出课程《在农历的天空下》。
这位教师独辟蹊径，引导学生去沿着二十
四节气，踩着时令的节拍，走进我国灿烂
古代文化。踏在农村的土地上，而忘了
仰望农历的天空，岂非教育的憾事？

农村学校置身乡土，师生都来自乡
土，丢掉乡土之基，斩断与乡土的精神脐
带，必会成为精神上无根的人。根深才
能叶茂。但愿乡村教育能植根乡土，从
丰富的乡土资源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
料，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湖北省公安县甘家厂中
心学校）

从乡土中寻找教育密码
陕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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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学，学者们已经有了很多的
研究，形成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
主义、人本主义、掌握学习、最近发展区、
多元智能理论等学习理论，相应地产生
了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探究式学
习、发现式学习、研究性学习、自主性学
习等多种学习方法。此所谓“教学有
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很难用一
种学习理论来支配教学，尤其是对于不
同教学条件的学校，如有足够合格师资
的学校和没有足够合格师资的学校；对
于不同学习风格的学生，如反应快和反
应慢的学生；对于不同科目的学科，如以
抽象思维为主的学科和以形象思维为主
的学科，不同的理论往往起不同的作
用。此所谓“教无定法”。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在教
学过程中，如何导入新课，如何组织学生
展开学习，如何管理课堂纪律，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一切事先预设的模式都有可
能炒成“夹生饭”。所以，“贵在得法”一
说应运而生，任何教学模式都需要变通，
以适应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这些年来，一些从“泥土”里长出来
的“草根”教学理论、模式曾经让人眼睛
一亮，它从不入主流到学者云集，又从众
星捧月到被冷嘲热讽，像是坐过山车，一
起一落。领导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可复
制、可推广的教学理论和模式，希望毕其
功于一役，总结出一个成功的“范例”来
引领课改潮流，但是善良的愿望却常常

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我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医院看到来自

全省各地的病人络绎不绝，地方上治不
好的疑难杂症在省内名医把脉下，药到
病除，一个个欢天喜地地回去了。我们
的重点学校好像和著名的医院相反，来
的都是全省各地的优秀学生，“学困生”
留给了普通学校，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总
结出来的一套强身健体的方案，对体弱
多病的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每年初
中、高中招生之日，正是择校“拔尖”之
时，生源大仗的脚步怎么也停不下来。
学校、学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仗还没有
开打，胜负的曙光就已经在名校显露出
来。学区房、补习学校这些保障体系应
运而生，行情比股市还牛，只涨不跌。开
考前，专家讲座、题海训练这些灵丹妙药
常常铺天盖地，目不暇接。

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心灵的教育。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现在所谓的
后工业时代、创新经济时代、信息化时
代，人们都在追求人生的幸福，追求个人
的价值，追求自然、社会的和谐。因此，
教育需要沉淀，需要好好考虑“健康人”
的需要，塑造人的心灵，塑造人格健全的
人，不能一味追求“分数GDP”，宁可牺牲
点升学率，也要把“心灵GDP”抓上来，实
现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去功利化的
教育模式才是真正的教育模式，才值得
推广。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特
级教师）

追寻去功利化的教育模式
杨帆

一家之言

早期南开大学校园南部景观。 南开大学供图

由于农村城镇化的推
进，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条
件已有很大的变化，农村儿
童接触乡土自然，了解乡土
历史的机会更少。乡村教育
有丢掉乡土根基之虞。

张伯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