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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近日，93岁的包斌和他87岁的老伴
陆一军将全部积蓄捐出，设立助学基金。

这对耄耋夫妇的捐助金额是整整100
万元，是盐城市最大额度个人捐款。这笔
助学基金将用来每年捐助20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每人每年5000元，直至毕业。

为了这100万元，他们攒了20年。
他们都是普通人。但凡听到有家庭困

难的孩子上不起学，夫妇俩都会伸出援助
之手，有时是三五千，有时是一两万，直
到这次，老两口捐出了毕生积蓄。

在捐赠上如此慷慨，生活上老两口对
自己却很“抠”。家里至今没有高档家
电、家具，更没有什么奢侈物品。陆一军
要给包斌买稍微好点的衣服，他坚决不同
意，穿破了的袜子自己补补还穿上脚。

包斌说，他不觉得这些钱是自己的，
捐出去，可以帮助更需要帮助的孩子。百
万捐资的意义可能不止助学兴教，它也会
在校园里撒下感恩、爱的种子，会生发出
更持久动人的力量。

捐赠100万的耄耋夫妇

本期点评 黄鹏举

因为4岁的儿子不幸全身65%烫伤，
在杭州打工的张婷一家面临15万元的治
疗费用。

他们生活并不富裕。绝望之时，有
媒体公布了张婷的支付宝账号，爱心捐
款很快源源不断涌来。仅仅一天，她就
收到了10万多元善款。

孩子还在医院治疗，张婷却做了一
个出乎人意料的决定，停止接受捐款。

张婷表示，现在墨墨的前期治疗费
用应该够了。孩子出了这样的意外，肯
定是要背债的。“后续治疗费用可以向亲
戚借，我和丈夫都还年轻，可以努力赚
钱还。”

她说，要把每一人的每一笔捐款都
记下来，也会告诉墨墨，要懂得感恩和
回报，懂得爱这个世界。

张婷没有因为儿子突发的意外而对
生活灰心，对好心人的帮助，她在感动
的同时，不觉得理所应当，甚至感到一
种不安。她扛起的是作为母亲的责任，
而担当如此大的伤痛和负担需要很大的
勇气。

在遭受意外和无助时，陌生人的善
意是真诚而宝贵的，受助者这份懂得感
恩、不依赖好心人的作为同样可敬。张
婷的“拒捐”或使我们明白，懂得善待
他人爱心的人，才是最值得帮助的人。

“拒接”善款的妈妈

黄天中：从使者到师者
本报记者 熊杰

1958 年 8 月 10 日，是当年台湾
大学联考的发榜日。

那一夜，黄天中听完广播后，得
知自己落榜了。在现场确认之后，他
失落懊恼地回到家中。

饭桌上，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条，旁边放着母亲留下的字条，上面
写着：“中儿，生气不如争气。”

这让黄天中至今感怀：“这是母
亲给我最大的礼物。”

母亲的鼓励让黄天中走出迷茫，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他又参加了台
湾的军校联考，进入台湾陆军兵工学
院 （现为台湾中正理工学院）。这所
军中大学免交学杂费用，这对家境贫
寒的黄天中来说，不失为一条稳定的
出路。

然而这条出路也并不顺利。考入
陆军兵工学院之后，读了电机专业，
黄天中发现自己对工科提不起兴趣，
这种不适应变成了痛苦，最后，因学
业总成绩未达及格标准，黄天中惨遭
退学。

黄天中又通过转学考试来到淡江
大学数学系。安定下来后，他发现自
己也不是学数学的“料”，又申请转
到英文系，最终成为淡江大学外文系
的学生。

1965 年，淡江大学毕业后，经
大学期间做导游时认识的美国友人介
绍，黄天中来到美国，最初到加州，
在农场做蒜头工人。一年多后，他凑
齐学费，进入美国乔治亚州摩塞尔大
学攻读硕士。来到学校后，他却发
现，原来自己只是以旁听生的身份被
录取。

一而再再而三的波折，黄天中又
一次陷入懊恼与徘徊中。

重重压力之下，母亲的话又在耳
边响起：“中儿，生气不如争气。”

他振作精神。在摩塞尔大学，他
利用寒暑假所有时间补修学分，并通
过校方考核，终于在第三学期结束了
旁听生的日子，获得学校 6000 美元
的奖学金，最终顺利拿到了硕士学
位。

此后，黄天中的人生终于走上
正轨。1984 年，在好友台湾铭传大
学校长李铨的推荐下，黄天中前往
美 国 俄 克 拉 荷 马 大 学 任 副 校 长 。
1994 年，黄天中应聘到苗栗亲民工
商专科学校 （现在亚太技术创意学
院） 担任校长。1997 年，经过激烈
的竞争，黄天中成为阿姆斯壮大学
的校长，也是这所学校的首位华裔
校长。

“中儿，生气不如争气”

上世纪 80 年代，黄天中办成了
一件大事，就是“没有美元也要引入
MBA”。

MBA 诞生于美国，它培养了众
多的优秀工商管理人才，为美国经济
发展奇迹立下汗马功劳。

彼时，中国大陆已经实行改革开
放，黄天中敏锐地意识到，大陆的经
济起飞，离不开专业的人才。

1985 年，时任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副校长的黄天中向大陆有关部门
介绍了 MBA 的办学优势，提出欲将
这一教育模式引入大陆的设想。这立
即引起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在那个
人才匮乏、求贤若渴的年代，黄天中
所介绍的信息，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撼
力。

但事情要真正“落地”，并不
简 单 。 当 年 ， 在 黄 天 中 的 牵 线 之
下，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沃克 （Dr.J.
Walker） 校长率领校方代表团飞抵
中国，就中美 MBA 合作项目进行
会 商 ， 双 方 的 谈 判 却 很 快 陷 入 僵
局。

原来，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与
中国当时的教育政策之间，有着诸多
分歧。比如，让美国人到中国来办
学，发美国文凭，算不算“教育侵
略”？中国国家的“教育主权”何
在 ？ 会 不 会 形 成 所 谓 的 “ 全 盘 西
化”？在当时，这些问题都是“大问
题”。

还有更直接的原因。美国大学的
学费及教师工资、来往中国的交通费
用等，要用美元支付。当时国内外汇
奇缺，承办此事务的政府部门表示，
根本拿不出所需的美元。

面对种种障碍，美方的热情陡然
受挫，甚至有人准备中止谈判，飞返
美国。

夹在中间的黄天中对这突如其来
的变化措手不及。他后来在书中这样
回忆这段经历：“从道理上讲，我由
衷地理解 Walker 校长以及美方代表
的坚持，按照他们在美国的成长背
景和工作习惯，他们当时几乎毫无
理解或认可中方观点的余地；另一
方面，我和中方同胞同文化、同种
血缘，从感情上说，我特别能体会
中方代表的问题所在及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
“生气不如争气”，母亲的话言犹

在耳，黄天中开始积极想办法。
黄天中决定以请美国学生到中国

来旅游研学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他
与美国的一些大学联系，以“Dis-
covery China”（探索中国） 为主
题组织学生到中国旅游，每人收取
999 美元。首期组织了 70 多人，这
样就有了 7 万多美元，黄天中用这笔
钱来支付美国大学的相关全部费用，
而学生在中国旅游的费用则由有关部
门支付的人民币和外汇券来支付。

这项举措可谓“一石二鸟”，既
解决了没有美元的问题，也让美国学
生知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首次中美
MBA 教育合作，便以双方互利共赢
的方式拉开序幕。

1986 年 1 月 7 日，《天津日报》
登出一则消息，标题为“一批研究生
成为不出国的留学生”，副标题为

“商业部委托美国一所大学来津办
班，开学典礼昨在商学院举行”。这
则新闻还对办班情况进行了简介：

“这个研究生班完全由美方负责提供
教学计划，并陆续派各有关学科的专
家、教授来华授课，学制为两年，两
年内研究生将学完企业管理专业的全
部课程，毕业后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发
给硕士学位文凭，学员是从商业部所
属的八所商业高校及人民大学本科生
中录取的。”

消息还写道：“按通常的惯例，
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名
额有限，而且耗用外汇较多。如今，
把国外专家、教授请到国内来办研究
生班，则是培养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
一种新尝试。昨天，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副校长、美籍华人黄天中博士以
及我国商业部、天津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出席了开学典礼。”

经过初次尝试之后，黄天中接下
来在江西师范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
院 （现并入武汉理工大学） 等校陆续
开展类似合作，使这种“不出国的留
学”迅速推广开来。这为当时人才奇
缺的中国教育、企业和商业、交通界
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毕业生中，很
多现在还活跃在中国商界和教育界，
成为领军式人物。

“没有美元也要引入MBA”

黄天中设在厦门的办公室，离金
门岛很近。

站在窗前，眺望大海。不远处，
海天一线，金门岛的轮廓清晰可见。

50 多年前，因为台湾大学毕业
生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黄天中在金门
当兵，官阶少尉，是黄教官；后来，
他在美国成为黄校长；今天，他又在
大陆办教育，是黄教授。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机遇，多
彩多姿。”黄天中笑言。

黄天中生在江西，长在台湾，在
美国求学与工作，成为大学校长。在
两岸还没有“三通”的年代，他借助
美籍华人的便利身份，在两岸来回奔
走，多次接触两岸领导人，是两岸关

系解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1985 年，
他克难前行，当起教育的“使者”，是首
批从美国向中国大陆引入 MBA（工
商管理硕士）教育的人之一。

2002 年，黄天中开始担任国务
院侨办直属华侨大学的海外董事，同
时还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
年，他又正式担任华侨大学生涯规划
研究所所长，他说，这是“自己第二
个春天的开始”。

如今，他已 78 岁高龄，但他不
愿稍歇。

“请再给我 20 年！我还要教 20
年书，我要见证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
教育中崛起！”

黄天中依然有梦。

2016 年 9 月，他策划和主讲的课
程“职业生涯规划——体验式学习”正
式纳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至
今，已有超过 380 所学校的 24 万多名
学生选了这门2学分的课。

说到听课粉丝的增加，他展现出
孩童般的快乐与满足。他在教育岗位
上服务40多年，始终未改变的是对教
学工作的信念。

为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意
写作“讲台是我的最爱”的章节。

台湾铭传大学校长李铨说，黄天
中来铭传上课，幽默风趣，是最受欢迎
的老师，选课学生人数太多，要开放本
校大礼堂才容纳得下。

而在大陆，黄天中所教的学生中，
很多高考分数并不理想，但黄天中对
他们倾注了更多的教育精力。他常以
自己举例：“我高考失败，但不要看我
一时，要看我一生。”

1994 年，他正担任苗栗亲民工商
专科学校校长。有一次，学校的三名
学生打破实验室玻璃，搬走一台最新
配置的电脑。面对三名学生的“恶
行”，一些资深员工提出要坚决将他们
开除，以正校风。作为校长，黄天中没
有急于表态，而是让三名学生申诉，讲

自己的“盗窃动机”。原来，三名学生
都是电脑迷，对电脑极端热爱，彼此打
赌比赛，看谁能用最少的时间把电脑
从拆开到装回，但又没钱买电脑，冲动
之下，三人想到拿学校的电脑“一展身
手”，于是打破了实验室玻璃。

听完学生的申辩，黄天中陷入深
深的思索。在学校会议上，他提出：

“我们做教育的，真的知道学生的热情
吗？我们是否方便地让学生用电脑？”
他最后说，如果我们只知道学生“偷电
脑”这个事件，那这并不是对学生真正
的了解。

最后，三名学生得到了留校察看
的处分，免予开除。三人也流下了泪
水，诚恳地向老师认错。如今，这三名
学生都成为电脑界精英，一名在世界
500 强集团任副总裁，另两名在美国
加州硅谷当软件工程师。

“如果把三名学生赶出校门，那他
们的人生可能就完全变样了。我们当
时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尊严和给予学生
信任，现在看来，我们做对了。”黄天中
说。

后来，黄天中开始潜心研究职业
生涯教育，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帮助学
生明确人生规划，少走弯路。

“方向比努力重要。当年如果我
硬去学电机、去学数学，肯定没有成
就，找到正确的方向需要规划。”说起

“生涯规划”这门课，黄天中感触很
深。在黄天中看来，传统的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偏重于理论的讲授，与当代
大学生日益丰富的“生涯发展”需求并
没有很好地接轨。

为此，他将教学内容分为生命模
块、生存模块、生活模块和生涯模块。
其中，体验教学是重要的教学形式。
大一为亲情社团体验，大二为非营利
组织体验，大三为营利组织体验，大四
为职业设计与应职体验。黄天中要
求，学生每一天的体验活动都需要有
翔实的记录，要配以现场照片佐证。
学生的体验与学习作业形成档案存
档，从而使学生在未就业前就已有相
关职业经历。

在美国库克大学中国总校区厦门
办事处，密密麻麻整齐地堆放着一些
类似于档案的东西，这是 10 多年来，
所有学生学习“生涯规划与体验式学
习”课程的总结报告，光这些作业，就
占了近60平方米的面积。

集美大学库克项目 2017 届毕业
生潘晓婷说：“黄老师的生涯规划课是
最受同学欢迎的课程之一。他的课几
乎没有什么背诵与记忆的内容，更多
的是让人体验与感悟，这让我们懂得
了更多工作的道理与常识。”

“讲台是我的最爱”

50 多年前，黄天中在
金门当兵，几公里外就是厦
门。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大
陆开展自己的事业，会在厦
门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
室。“两岸好比是兄弟⋯⋯
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代，
都要一家亲。”

站在厦门靠近环岛路的办公室窗
前，黄天中指着对面的金门说：“当时
在那里，我抬眼就能看见厦门。当时
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到对面的厦
门工作，在这里拓展我的事业。”

生于江西、长于台湾、奔波于两
岸，黄天中的人生中，有割不断的两
岸情缘。

1947年，6岁的黄天中和母亲一
起，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台湾。此
前，他一直和母亲住在江西外婆家。
那一别，谁都没想到，再见竟要到
36年后。

直到 1983 年，经过有关部门牵
线，黄天中与外婆才在香港重逢。
1985 年，他又以美籍华人的身份，

受中国社科院邀请，在离开 38 年之
后，回到了江西老家。

在那个年代，美籍华人的身份给
了黄天中很多便利，他因此有机会比
别人先行一步，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
使者。

他曾在两岸领导人间传递信息，
也曾在推动两岸学术交流上不辞劳
苦。黄天中说：“我有一个朴素的认
识。两岸好比是兄弟，上一辈之间也
许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不能把对立
传到下一辈，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
代，都要一家亲。”

虽然少小离家，但他的身体里，
始终流淌着故土孕育的血液。

当他看到，曾经总以居高临下的

态度来中国上课的外国教师，开始啧
啧惊叹中国教育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时，他由衷激动；

当他看到，国外教育模式涌入中
国，而国内的教育模式却难以输出
时，他积极奔走；

当他忆起，上世纪 70 年代，美
国人鄙视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教育，
作为炎黄子孙，他义愤之余又感到无
奈时，长叹不已⋯⋯

“为祖国高等教育尽一份力”，这
是他多年的梦想和实践。

2005 年，他写下一首诗 《请再
给我20年》。

谈到被外国人看不起，他写道，
那是“心智的疲惫，尊严的创伤”。

谈到未来，他慷慨激昂：“请再
给我 20 年，让我来见证祖国高等教
育的崛起，看到民族的复兴。”

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要见证祖国高等教育的崛起”

左图：1983 年，黄天
中和外婆在香港相见。

“在外婆的眼里，我已
经变成了没有妈的孩
子，而在我的心里，年
迈的外婆是再也无法与
爱女相见的母亲。”
右图：1986 年，中美双
方合作的 MBA 开学典
礼。

近日，河南省西平县小学老师的一封
“辞职信”火了。写信的是一名小学四年
级班主任，此前，这位老师把学生在校默
写古诗的成绩和照片发到了家长微信群
里，引发了部分家长的不满。

在被家长“威胁”要“登门道歉”，
否则就到教育局反映的情况下，这位老师
表示要辞职。

在当地教育部门的努力下，当事老师
与家长进行了充分沟通。目前，这位老师
在正常上班工作，学生照常上课学习，家
长也表示对老师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这位老师迫于压力而辞去工作，
会是某一方的胜利吗？在家校合作上，一
个微信事件就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平时老
师与家长的沟通又会是怎样？没有互相尊
重和理解，也就没有家校共同育人的前
提，“会闹事”的家长和“要辞职”的班
主任都不会是赢家。

虽然当事教师、家长和学生已经归于
平静，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但是动辄得咎的家校关系会慢慢侵蚀一些
教师原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甚至令他们
对教学心生畏惧，这值得反思。

辞职的班主任

他曾是台湾少尉，他曾是两岸交流的使者，如今，他要见
证中国教育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