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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学，失败的教育？
近日，有媒体对11年前轰动一时的四川泸

州“家教挑战义务教育法”案进行回访，发现
在家上学11年后，如今20岁的姑娘李婧磁却连
初中试卷都很难答及格。而当年其父曾以“娃
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由将其带回家自己教
育，更曾宣称“女儿18岁时，我要把她培养成
一名生物磁场方面的科学家”。应该如何看待家
长让子女“在家上学”的做法？本期争鸣推出
两篇立场各异的文章，期待激发读者更多思考。

争
鸣

/ 一家之言 /

从目前媒体所披露的信息
来看，这位父亲似乎信心爆棚，
他要把女儿培养成一名生物磁
场方面的科学家，甚至连女儿的
名字都起了一个“磁”字，和当年
屠呦呦父亲为其起名的那种心
气可谓相似。但是，现代科学发
展到今天，试图通过家庭教育培
养出能够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
题的孩子，这种概率几乎为零。
屠呦呦也是受正统学校教育和
严格专业训练出身，更别说如今
动辄投入几十亿经费和上千人
力的“引力波”研究，“民科”想要
达到同等的成就实在不可想象。

但显然并不能因此就判定
这 位 父 亲 的 家 庭 教 育 是 失 败
的，因为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
孩子，自然不应该用学校考试
这套评价标准来衡量她。虽然
她连初中试卷都考不及格，但
没有经历过激烈的学习竞争，
相对而言她的青少年时期可能
会过得更加轻松，当然今后能
否适应社会生活也尚不可知。
其实，这起教育事件中真正的
问题在于，这位父亲更多的只
是从自身的经验和理想出发，
而不是真正从孩子的兴趣和特
长出发。他希望让女儿实现自
己的科学家梦想，不惜让其退
学，名义上虽然是个性教育，
但实际上是任性甚至执拗的，
其女儿的受教育的选择权利实
际上没有得到尊重，更谈不上
什么个性与自由了。

因此，这位父亲在本质上
其实和其他望子成龙的家长们

没什么两样，他只是认定学校
教育无法达到其“成功”的标
准而走了一招“险棋”而已。
但孩子的教育选择谁都不能任
性，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
也好，都不能光凭上级指示或
家长情结而意气用事，更不能
违反教育规律对孩子的身心发
展特点不管不顾。因此，对于
这起事件，恐怕最应讨论的并
不是脱离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
能否成功，而是应该如何在尊
重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和身心特
点的基础上进行个性教育，既
不受制于学校教育的应试模式
又不与社会脱节。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并
不是没有中间道路。我们既不
要当那种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并推波助澜的家长，也不要
当那种为实现自己的所谓教育
理想而不惜让孩子脱离学校教
育的家长。教育是慢的艺术，
没有速成品；教育是一个人的
生命成长，需要自己亲身选择
和经历，而不是一段学校或父
母安排好的路。所以，作为试
图要个性教育的家长，并不一
定要对抗式地让孩子脱离学校
教育，但是要对学校教育和社
会心态进行反思，尽可能地不
让学校教育的条条框框和社会
的焦虑心态影响到孩子的心灵
和成长，要让孩子体悟到除了
学习和“成功”之外，生命中
还有更多的乐趣与丰富的内涵。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教育要个性但莫任性
陈先哲

面对当下的分数教育、应
试教育，有的人一味迎合，推
波助澜；有的人出于无奈，选
择妥协。然而这名父亲却作出
和学校教育“一刀两断”的选
择，带领孩子义无反顾地“逃
离”学校，扛起了以家庭教育
取代学校教育的大旗。

其实，我们可以怀疑家长
们的教育认知与水平，可以担
忧他们的教育选择能否为孩子
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甚至可
以笑话他们所采取的一些非常
态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不敬
佩他们挑战教育弊端的果敢与
勇气。他们以这种常人难以理
解，甚至还不乏诟病的方式，
给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钟。

上世纪90年代，“童话大王”
郑渊洁，因为学校教育对孩子个
性、创造性的不尊重，毅然决然
地让儿子离开学校，开始用自己
撰写的童话教材，让孩子“在家
上 学 ”，当 时 引 起 了 广 泛 的 关
注。而近些年在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悄然兴起的“现代私塾”

“家庭学校”，不断冲击着当下的
学校教育，尽管一直争论不断，
但影响不容小觑。

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这
是教育的原点。教育，不是人
人 得 高 分 ， 也 不 是 个 个 上 名
校。学校教育作为孩子从家庭
走向社会的桥梁，首要的作用
在 于 让 孩 子 成 为 一 个 社 会 的

“人”，成为一个具有健康体魄
与心理、基本知识与技能、丰
富情感与完整人格的人。而当

学校教育忘记了“成人”的初
心，被升学所绑架，已不足以
担负起“为进入社会而准备”
的教育使命时，必然会失去一
些家长的信任与尊重。

不管是郑渊洁用童话教育
孩 子 ， 还 是 李 氏 父 女 的 “ 课
程”安排，无不寄托了他们对
孩子“全面而健康地发展”的
殷切期望。单看李婧磁的日程
安排，最亮眼的，是其中的体
育训练与家务劳动，而这些恰
恰是学校教育的短板。“短板”
带来的，是我们的教育离学生
健康的体魄越来越远，离学生
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离学生
的个性本真越来越远。

其实，教育可以有多种选
择。从来没有绝对的适合孩子
的教育模式，学校更不是唯一
的教育场所。当下教育的家庭
化，其本身就是社会开放、教
育多元的具体体现。如果我们
的家庭教育，遵循了教育的基
本常识，具有了学科的专业知
识，也许，他们更能为孩子的
个性化成长，提供适宜的环境
与空间，从而成为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

“在家上学”能不能成为一
种新的教育方式，如何在法律
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
到 学 生 个 性 化 发 展 的 最 佳 途
径，把孩子成长中的不利因素
降到更低，这都需要实践与时
间的检验。

（作者系四川省阆中市教育
和科学技术局局长）

该反思“逃离”的原因
汤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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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向阳 绘

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压力，已经悄然提
前到学前教育。“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满
脸童真童趣的幼儿园小朋友已被推上高考的
起跑线⋯⋯”日前，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
全愈撰文称，中国许多家长正有意无意地把

“早学”“多学”当成了“早慧”。其实，“起
跑领先”只是让孩子在裁判的枪声未响之前

“偷跑”。（《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22日）
起跑线上的教育“偷跑”既折射了应试

教育“魔咒”下的社会焦虑，同时也越发揪
心地引人深思：教育“偷跑”真的能够“不
输在起跑线上”吗？

正如许多家长是碍于“外面形势”，才
随大流地过早给孩子进行“填鸭式”培优补
习，而对培养和提升孩子终身受益的核心素
质来说，其实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很
多“偷跑”的“小神童”进入小学后丧失了
对学习的兴趣，逐渐变成了“中不溜”。这
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说到底，儿童过度培训的根源还是在于
应试教育的机制，这是当下家长和孩子不得
不面临的纠结现状。过去，从小学开始，很
多学校就集中关注中高考科目的学习；而近
年来，这种做法则进一步蔓延到幼儿园，不
少家长甚至以幼儿园在与中高考对应科目上
的“教学成果”，作为评价“名园”“名师”
与否的依据。而问题也随之出现，许多“着
急”教育违背了求知和育人的规律，种种

“不输在起跑线”的期待，常常就引来摔倒
在途中，或是输在终点线的结局。

太多的实例足以表明，教育“偷跑”不
过是应试魔咒下的一种虚幻“领先”。“偷
跑”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必然“领先”，改变
这种浑浑噩噩的教育“偷跑”，关键还需尽
快转变根深蒂固的功利教育观。而与此同
时，只有建立和健全多元的评价体系，才可
能真正打破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模式，把教
师、学生和家长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

教育“偷跑”是无可奈何的集体“犯
规”，要消除令人忧心的“偷跑”乱象，一
靠着力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铲除择校
背后的“利益链”牵制，二靠逐步改变全社
会的教育理念，避免过早地用应试教育去侵
扰孩子的快乐童年。

（作者系时评人）

教育“偷跑”是种
虚幻的“领先”

司马童

“是党员，我就要为党负责；是教
师，我就要为学生负责！”

这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的
口头禅，也是他教育教学工作的真实
写照。35 年来，李保国全身心投入教
学、科研及农技推广工作，为人才培
养、科技发展和农业生产作出了突出
贡献。

在工作生活中，李保国那些虽平
实却涤荡人心的话语，印刻出一个共
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

【走太行山道路不是一代人的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靠科技的力
量走好这条路，要像接力赛，一棒一棒
跑下去。我要让更多学生成长为扎根
山区、服务“三农”的有用之才。】

从教30多年，无论课题攻关还是
下乡实习，李保国都与学生同住联排
通铺，同做试验课题，同搞劳动实习。
在手把手、肩并肩的实践教育中，许多
学生在校期间就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
绩。

学生汤轶伟在读研究生阶段进行
核桃树枝条伤流规律研究。在李保国
的指导下，汤轶伟经过上千次实验，颠
覆了冬季修剪的传统做法，将剪枝时
间确定在春季发芽前的20天以内，避
免了因剪枝时间不当造成营养流失。

目前，这一创新成果已写进教科书。
【行政+科技＝生产力，这是我的

亲身领悟。没有基层党支部的支持和
配合，100元一个苹果只能是神话。】

有一天晚上，河北省内丘县岗底
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找到李保国：“村
里为啥守着果树还受穷？”李保国说：

“根在管理技术落后。”
杨双牛又问：“你第一次到岗底，

要我把科技当成生产力，啥意思？”李
保国讲了多年传授技术的经验之后
说：“支部加科技，才好发展生产力。”
杨双牛感慨道：“岗底要想富，专家加
支部。”

从 1996 年到 2013 年，在杨双牛
为首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支持下，李
保国带着一股死盯、盯死的杠头劲，将
新技术传授给农民。2015年，岗底村
人均年收入达到 3.1 万元，村里 80％
以上的村民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
轿车。

【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
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
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
好。】

1999 年，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
事业初创，条件艰苦。李保国的临时
宿舍是荒岗上的 5 间窝棚式小房，冬

不遮寒，夏难挡暑，冷起来室内温度可
达零下十多摄氏度，热起来时又能蹿
到四十摄氏度。

对一个城里来的大学教授，安排
住在县城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每天
派车接送，这样才符合人情世故。可
李保国始终与大家同吃同住。李保国
说：“我是来干事的，不是来享福。我
是党员就应该带头把事做好。住在城
里耽误时间，还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我就住在这儿。”

【有人说我运气好，干什么成什
么。我觉得不是运气，而是我这个人

“安、专、迷”。安就是安下心来，专
就是专心致志，迷就是痴迷其中。科
技是翘板，用科技改造荒山，我们要
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科技推广，而是
通过科技来打造产业，做“产业科
技”，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赋
予农民持续增收的能力。】

“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
解难”一直是李保国从事科技开发工
作遵循的原则，农民急需的技术就是
他的科研方向。他主持或参与的 28
项课题都是源于生产实际，推广的
36项技术都是实用技术。

30 多年来，通过推广先进技术
成果，李保国先后培育了河北邢台县

前南峪村、内丘县岗底村、临城县绿
岭果业公司、平山县葫芦峪农业科技
开发公司等多处山区开发先进典型，
10 万农民在他带领下脱贫致富奔小
康。

【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必须把
技术长在泥土里！亲近科技、掌握科
技，农业科技工作者先要学会当农
民。科技致富，不能光依靠我一个
人，要把农民变成我，把大家都培养
成管理果树的专家。我这辈子最过瘾
的是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我变成农
民，一个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

“我”。】
有一次，李保国的衣服刮了个口

子，杨双牛想给他换件新衣服，问他衣
服穿多大号。李保国摆摆手说：“你省
点心吧。西装革履，头发锃亮，是上讲
堂啊。那样的打扮，咋能跟老百姓坐
一条板凳，咋进果园教技术。”

李保国怕杨双牛没听懂，补充道：
“我教农民技术，想培养出不离村的果
树专家，我变不成农民，农民就变不成
专家。这是教学相长的规律。”

30 多年来，李保国根据不同需
要，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 800 余
次，培训人员 9 万余人次，许多农民
都成了“永久牌”的“技术把式”

“土专家”。
【不为钱来、不为利往，农民才

能信你、听你的。我是来帮农民脱贫
致富的，不是来追名逐利的！我只图
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过上好日
子。农民最不容易，永远不要想着挣
农民的钱，帮农民把事情干好，让农
民富起来，他们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常年给农户和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每年至少也得有几百万元的收入
吧？”这样的问题，李保国不知面对
过多少次。事实上，他既不拿工资，
也没有股份，有时还倒贴上自己的科
研经费。

一次，李保国和妻子郭素萍乘坐
火车到江苏徐州帮助一位核桃种植户
解决了技术难题，要连夜返回河北。
那位种植户感动之余，想请李保国吃
顿大餐，被李保国婉言谢绝。最终，
夫妻俩以两碗方便面果腹了事。

2003 年，位于岗底村的富岗公
司在改制时，村支书杨双牛曾对李保
国说：“你辛辛苦苦搞服务，送你点
股份吧。”李保国摆摆手说：“这可不
行，这事以后也不要再提。这么多
年，名、利，我没追求过。我相信，
只要一心干事，终究会有人认可。”

新华社石家庄8月24日电

“把我变成农民，把更多农民变成我”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经典语录摘编

新华社记者 王昆 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短
期来访的华人数学家张益唐拿出几页写满公
式的演算纸，等待与研究生们讨论。他日前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同领域里
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数学家正在崛起，但中国
学生还需要更多挑战性思考。

在张益唐看来，中国学生做学问需要更
大的气魄和胆识，要敢于质疑，“完全跟着
老师走，不敢超越老师，是不能造就第一流
科学人才的”。

“我发现中国留学生有个问题，他们很
少提问，但美国学生就没有这方面顾虑，他
们发言特别踊跃，敢于说话。中国学生顾虑
太多，总是怕一开口就说错。可是做学问有
什么对错呢？”他说。

他建议真正在数学上体现出天赋，并有
志从事数学研究的孩子不要把考试分数看得
太重。但这牵涉到教育体制升学压力，不是
轻易就改得过来的，“社会还需要去更好地
发现和引导他们的才能”。

被称为“数学界隐士”的张益唐在成名
前寂寂无闻、历经坎坷。在美国普渡大学取
得博士学位后，他无法继续融入学术圈，漂
泊各地，甚至还在小餐馆做过会计。直到
2013 年，对孪生素数猜想的突破让他的人
生迎来转机。论文 《素数间的有界距离》 正
式发表在数学界顶级期刊 《数学年刊》 上
时，他已 58 岁。现在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数学系任教。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完全跟着老师走，
不能造就一流科学人才”
——专访华人数学家张益唐

新华社记者 彭茜

（上接第一版）

最懂感恩的年轻人

“全社会给予我如此多的关怀，剩
下的就靠我自己勇敢战胜疾病，争取早
日康复，回报这太多太多的恩惠。”“习
总书记如此关心，我决不辜负他的期
望。”这是张广秀生前常常说的话。

2010 年 9 月，张广秀的病情确诊
后，性格坚强的她没有被病魔吓倒，一
直积极乐观地同病魔作斗争。在习近平
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2011
年 3 月，张广秀在北京成功进行骨髓移

植手术，身体逐渐康复。
“病好了，我还要回去做村官。”离

开村官岗位 33 个月后，张广秀终于实
现了这句诺言。

2013 年 6 月 17 日，张广秀乘坐火
车，从家乡临沂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岗
位——垆上村村主任助理，继续自己的
村官梦想。回村不久，张广秀主动提出
并和烟台市福山区委组织部续签 3 年协
议，成为同一批中唯一留下来继续工作
的大学生村官。

2014年1月15日，马年春节前夕，
张广秀饱含深情地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自己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14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就给张广秀

写来回信：“改变农村面貌，帮助农民群
众过上好日子，推动广大农村全面建成
小康，需要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需要
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群
众不懈努力。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以
来，数十万大学生走进农村，热情服
务，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你们的付出和
贡献，农民群众有最真切的感受，我看
了很多反映大学生村官事迹的材料，为
你们的进步和成绩感到高兴。”

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张广秀又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中。初到垆上村时，张广秀
在日记中形容心情是“雀跃的”。再次回
到这里，“不仅雀跃，还带着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说到底，这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而
是一份感情”。她设计了帮助村民提高生
活水平的计划，实施了“村官植树林”。

张广秀曾说过：“我一定坚守当初
的信念和选择，在农村扎下根来，坚定
为民意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决不辜
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第二次生命不
虚度，让青春无悔！”

如今，张广秀生前一直牵挂的那片
樱桃大棚里，花开又花落，这一切她都
看不到了；那辆被她称为“小宝马”、
陪她走街串巷的自行车还在，垆上村的
村道上，却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本 报 北 京 8 月 24 日 讯 （记 者
宗河） 顾明远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
教育学家、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奠
基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为总结、学
习和研讨顾明远先生的教育理论创
新成果和教育改革思想，人民教育出
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和中
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今天在京共
同主办了《中国教育路在何方——顾
明远教育漫谈》 出版座谈会暨首发
式。

该书系统总结了我国教育改革

取得的历史经验，厘清了我国教育
领域中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产生的复
杂背景，对当下我国教育的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在此基
础上探析了未来我国教育改革的路
向，对于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些重大问
题特别是素质教育问题作出了回答，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作者
特别倡导：“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
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处，
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是作者本人
的教育信条，也是作者对走出中国教
育困境的一个回答。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顾明远教育漫谈》在京首发 无悔的青春 有根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