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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庄师范时期的陶行知。

为了全面推行普及教育 ， 陶行知号召

“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 提倡 “小先

生制”。 图为陶行知在山海小先生总动员大

会上讲话。

陶行知赴美后先入伊里诺大学攻读市政。

编者按： 今天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生

120

周年纪念日。 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 终身不辍地探索教育规律， 创造性

地发展教育， 创立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一座宝库， 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 这里选取能体现陶行知精神的若干细

节， 供读者朋友品味。

陶行知教育生涯中的细节与精神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储朝晖

陶行知一生平凡而伟大 ， 他的高尚

品格是通过平凡的细节显现出来的， 从

以下细节中可以体悟到陶行知精神的真

实境界。

１．

为实现民主共和选择

终身从教

陶行知在人生中选择教育 ， 既是机

遇， 也是体验与理性选择的结果。 他曾

学医试图行医济世， 广济医学堂对不信

教学生的歧视让他改变了想法； 他曾参

与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 也任过徽

州府议会秘书， 当看到共和发生危险的

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 、 “媚民政客 ”

与 “选举理事” 式的伪领袖存在、 乌合

之众的 多数横暴现象 ， 便 得 出 结 论 ：

“人民贫， 非教育莫与富之； 人民愚， 非

教育莫与智之； 党见， 非教育不除； 精

忠， 非教育不出。” 并由此作出了为实现

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选择。 陶行

知到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

读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硕士， 当他进一

步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 而中

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 于是一年后便

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

信中写道： “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

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

家。 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

种种严重缺陷， 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

教育， 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陶行知在离美回国轮船上和同学们

畅谈志愿说： “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

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不仅是这样说， 而

且毕生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

2．

实在的教育工作比学

位证书重要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

学院教育长保罗·孟禄博士致函哥大哲学

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伍德布里奇博

士， 说明陶行知已完成了学术性研究工

作， 并正在撰写一篇题目获得认可的论

文， 需要回到中国搜集论文资料， 鉴于

他不可能再返回美国， 建议任命一个特

别委员会为陶行知取得博士学位安排一

次初试， 待他回国搜集有关资料完成博

士论文后再授予博士学位。 陶行知回国

后确实收集资料写了博士论文， 放在东

南大学口字房办公室里。 正当他在全国

各地推行平民教育时 ，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晚， 口字房失火， 房屋被毁，

３

万册书籍

连同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资料化为

灰烬。 有人劝他通过回忆再写， 他认为

做点实在的教育工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

有价值， 因而他也就没有得到哥伦比亚

大学的博士学位。 直到后来因为他为中

国科学教育的推进作出了贡献，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上海圣约翰大学才授予他荣誉科学

博士学位。

3．

“自明 ， 明他 ， 他

明” 是根本办法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鉴于

１９２３

年即将召开世

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 世界成人教育

大会， 陶行知主张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

教育运动， 批评政府 “不早些从事准备，

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 世界

以为中国没有教育犹事小， 若中国真无

教育可说， 那就真要惭愧了。” “所以我

觉得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 一方面还要

有人分门别类地观察、 调查、 研究各种

教育之消长和真相， 报

告国人， 使彼此有所参

考。” 以后的准备是要

靠自有的成绩， 靠彻底

的自明： “第一要自己

晓得自己， 第二要自己

晓得别人， 第三要别人

晓得自己 。 自明 ， 明

他， 他明， 是解决二人

以上问题的根本办法。”

“自己有成绩 ， 才能和

他人换， 自己明自己 ，

更是和人共同解决问题

的初步。” “要想在国

际的教育上得到第一流

的位置， 我们必须在教

育上有第一流的贡献”，

“所以教育外交的根本

的根本， 是要全国从事

教育的人 ， 分工合作 ，

好好的办教育， 把教育

好好的办 。” 陶行知以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

着手准备材料参会， 后

来陶因事繁不能与会 ，

郭秉文参会当选世界教

育联合会副会长， 将中

国的新教育运动信息传

向世界。

4．

男女同学如同桌吃饭

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教

务工作后， 力主男女同学。

1919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

发达， 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

路的实际， 在校务会议上提出 《规定女

子旁听办法案》， 提出南高师的 “各科功

课 ， 有宜女子旁听者 ， 可否通融办理 ，

容其旁听 ， 遂其志愿 ”， 并提出具体办

法。 该案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临时校务会议议

决组织委员会讨论，

４

月

７

日下午南高师

第十次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此案， 张子

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员会将委员议决案说

明理由后由主席郭秉文将原案逐项宣付

讨论， 陶行知报告了赴京与教育部接洽

的情况 ： “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 ：

一、 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

二 、 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 ； 三 、

须有相当女职员负指导责任。 如筹划妥

当 ， 暂行试办 。” 报告毕主席请大家表

决， 多数赞成。 尽管当时保守的人斥之

为洪水猛兽，北京大学和南高师还是相约

试行男女同学，

４

月

２１

日第

１１

次校务会议决

定招收

１８０

名女生，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

１９２０

年夏南高师正式招收

８

名女生，成为中

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

高校。此后还有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

学，陶行知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在《新教育》第

６

卷第

１

期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

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

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

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 “既不能为女

子另外开饭， 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 是

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5．

先生不能只管教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

学生只管受教， 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

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 陶

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 在南高师的一

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 公开提出要

用 “教学法” 代替 “教授法”。 然而他的

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

反对。 陶行知坚持己见， 毫不退让， 与

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 但结果

还是被校方拒绝。 他因此不接受 “教育

专修科主任” 的名义， 以示不妥协。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应蒋梦麟之约， 陶

行知写出 《教学合一》 一文， 批判教学

分离、 重教太过的流弊。 阐述 “先生的

责任不在教 ， 而在教学 ， 而在教学生

学 ”； “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

“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

子联络 ， 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

做先生的， 应该一面教一面学”， 因此要

教学合一。 五四运动后， 学校受新文化

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南高师的教授们无

暇坚持，

５

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

全部课程中的 “教授法” 均改为 “教学

法”， 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１９２２

年， 陶行知进一步主张： “事怎样做

就怎样学， 怎样学就怎样教； 教的法子

要根据学的法子， 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

法子”。 陶行知于是提出教学做合一， 主

张教学做是一件事， 不是三件事。 先生

拿做来教 ， 方是真教 ； 学生拿做来学 ，

方是实学。 做是学的中心， 也就是教的

中心。

6．

办公不能成衙门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为前

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

台，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立后， 陶行知任主

任干事。 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

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 为提高工作

效率， 陶行知提倡科学工作方法， 为改进社

确定八点 《办公原则》： 唯事的， 非唯人的；

科学的， 非墨守陈规的； 效率的， 非浪费精

力与时间的； 教育的、 进步的， 非保守的、

倒退的； 美术的， 办公室布置适宜， 文件柜

整洁； 卫生的， 设备合于卫生， 工间宜略休

息； 兴趣的， 办公事有兴趣， 能增加工作效

率； 互助的， 开诚布公， 合作互助。 这样就

将改进社与官僚办事衙门区分开来。 改进社

总事务职员们在一起感到是同学， 学习的机

会多， 四年多面向全国干了不少事。

7．

平民教育像传教

１９２２

年陶行知开始重视平民教育， 接着

以中华教育改进

社为舞台 ， 成立

中国平民教育促

进会大力推进平

民教育 。 陶行知

和朱其慧 、 晏阳

初 、 朱经农等中

华平民教育促进

会发起人声称要

以 “佛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 的精

神推行平民教育。

他到商店、 家庭、

旅馆甚至和尚庙、

军队 、 工厂 、 监

狱 、 济良所里去

推 广 平 民 教 育 ，

还 热 心 向 胡 适 、

郭秉文 、 郑晓沧

等多位大学教授

以 及 他 们 夫 人 ，

他所熟悉或不熟

悉的人写信推广

连环教学法 ， 附

寄 《 平 民 千 字

课》， 并给自己定

下每天必写一信

的任务， 让梁启超、 胡适、 熊希龄都做了平

民读书处的处长。 他到蒋梦麟家动员他办平

民读书处， 蒋梦麟忙得很， 面露难色 ， 陶

问： “中国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

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 ？ ” 蒋笑笑说 ：

“错是不错。” 陶说： “既是不错就要干。 你

如无暇， 我来代你训练助教， 只需老兄下一

声命令： ‘从今天起， 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

要读书， 识字的都要教书。’ 我就有办法。”

蒋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进

来， 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 他

们即很高兴地去教老妈子和车夫， 蒋仁裕摸

摸胡子对陶行知说： “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8．

科学中国需要孩子来创造

陶行知提倡科学 ， 尤重科学精神与方

法。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他在上海， 长子陶宏

在北京， 陶行知寄给儿子一本 《电磁学》，

并在书上写了一首 《攀知识塔》：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看谁找得真知

识？ ———与陶宏作科学忘年竞赛。”

１９３１

年

后， 他又倡导科学下嫁运动， 将科学教育推

向新的高潮，

１１

月

６

日， 陶行知称他的次子

陶晓光和三子陶刚为 “问真、 探真两位小宝

宝”， 写信希望他们变为科学的孩子， 创造

科学的中国。 祝他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 攀

得高高的， 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

的人吃， 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 忘了树

底下的民众。 要做 “国家有智慧， 有实力，

有责任心的国民。”

9．

用母亲寿礼为国家创事业

陶行知想培养乡村幼儿园教师， 但手边

没有钱， 就给妹妹文渼写信， 想动用母亲生

日亲友送的礼金， 办幼儿园， 表示 “已立志

要乘母亲六秩荣庆之年， 为国家创一不可磨

灭之事业， 以作为吾母寿人寿世之纪念……

我想要把母亲爱蜜桃的心， 本着 ‘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 的精神， 推而远之， 使凡如蜜桃

的都能得蜜桃之爱护， 享蜜桃的幸福。” 并

将创设燕子矶幼稚园告诉她， 认为中国人民

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 而 “照现在

的情形， 幼稚园下乡好比是骆驼穿针眼。 所

以我想打破外国的、 成见的、 费钱的、 富贵

的幼稚园， 而要创造一个省钱的、 合理的、

平民的、 适于国情的幼稚园， 使他可以下乡

去为农民子弟谋幸福”， 与妹妹商量 “为全

国幼儿教育筹募百年基金， 使一切寿礼尽归

训练幼儿师资及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之用，

事为善举， 似属可行。 尚望代为委婉请示。”

１0．

民主约法法自尊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电

约陶行知任河南省教育厅长 ， 陶回电说 ：

“晓庄事业， 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 冯

玉祥便再三邀请陶帮助他规划教育， 推行部

队识字运动， 并答应捐一笔款给学校。 当时

任河南教育厅长的凌冰和陶是好友， 他也要

陶先生到河南去一趟， 只要陶能够去， 就是

一天也好， 而且允诺为晓庄造一所房子作为

报酬。 这样诚恳要求陶是不能不去了。 但晓

庄初创， 校务繁忙， 事多责重， 去否意见不

一， 他不愿擅专， 就召集生活会议讨论， 向

全体请假， 表决结果， 多数主张去， 但要求

限期该月

２１

日前回校， 如果过期 ， 就要处

罚。 当时正值战事， 交通随时有可能中断，

这是一个过分的苛刻条件。

１２

月

５

日， 陶行

知与许士骐启程赴开封、 郑州等地考察， 襄

助冯氏及教育厅长凌冰制定普及军人识字教

育计划。

１２

月

２１

日，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大

家正在散步， 有人正谈论着： “陶先生不回

来了， 等着看他回来处罚， 多有趣！” 话声

刚了， 远远就见陶先生笑容满面在山边出现

了， 大家欢呼着拥抱上去。 当年方与严以学

生资格任生活指导部考核股的工作， 陶平时

离校都要向他请假， 如果因事进南京城去偶

尔忘了请假， 一定在路上请人代他补请假。

校长如此守法， 学校的法自然尊严起来， 没

有人敢于玩法弄法了。

１1．

校长自扫门前雪

１９２７

年冬， 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

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 《试验

乡村师范答客问》 和晓庄的招生简章， 感到

新奇， 便写信给陶校长， 大约

５

天后即收到

陶热情欢迎的信， 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

志。 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 在一个大雪

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 入校的马路旁挂着

白底黑字的十八信条标语牌， 两青年一条条

看， 一条条思索， 感受到点点在心头的神圣

感， 走不远便遇到一位身着棉袍 、 腰系布

带、 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 手执一把大竹扫

帚扫雪， 两人便上前问道： “请问先生， 陶

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 对方反问： “你们

找他可有什么事？” 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

们的回信， 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

个脸道： “我就是陶行知———好， 我扫完这

一段， 到办公室去谈。” 两位青年人要帮着

扫， 陶不放手接着扫。 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

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

１2．

穷困照样能创造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陶行知参观了华荣根办的

一个小小工学团， 他的父母以卖花为业， 租

得一间亭子间， 既是卧室， 又是工场 、 饭

厅、 还是教室。 荣根在这里教八个穷孩子，

他自己每天还跑五里路去求学。 陶大受感

动， 写了首 《亭子间工学团》 的小诗：

吃饭在这里， 睡觉在这里， 做工教学在

这里， 富翁惭愧死。

爸爸也卖花， 妈妈也卖花。 字儿识得一

大担， 字大像冬瓜。

跑五里路来， 跑五里路去。 去是教人来

求学， 风雨无阻。

学一两点钟， 教一两点钟。 他有一个大

信仰： 知识为公。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陶行知要在山海工学

团两周年大会上演讲， 当时没有扩音设备，

他恰好伤风， 不便多说话， 而露天演讲不容

易。 露天对小孩子演讲是格外困难， 于是他

发现了一个新办法， 把讲的大意写成小孩高

兴听高兴喊的儿歌， 然后领着大家背， 再略

加解释， 效果很好。

１3．

承认小孩有创造力

１９３２

年， 晓庄被封后， 几个孩子自动组

织起南京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 推举同学做

校长、 当职员， 自己教， 自己学， 自己办。

９

月

４

日， 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就写诗祝贺：

“有个学校真奇怪， 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

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学如在。” 不料第三

天这些小朋友回信， 除道谢之外 ， 还质问

“大孩教小孩， 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 大

孩能够自动， 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 而且大

孩教小孩有什么奇怪呀？” 于是陶行知将这

句改为 “小孩自动教小孩”， 黄泥腿的小孩

改留学生的诗， 证明小孩有创造力。

１９３３

年， 陶行知到南通推广小先生， 写

了一篇一分钟歌谣式的民众教育演讲， 其中

有一段是： “教人： 读了书， 不教人， 什么

人？ 不是人。” 讲过之后， 有一个小孩子马

上说最好把 “不是人” 改为 “木头人”。 因

为 “不是人” 三个字不具体， 桌子不是人，

椅子也不是人。 陶行知说这证明小孩子有创

造力， 我们要真正承认小孩子有创造力， 才

可以不被成见所蒙蔽。

１4．

播下爱心就会收获奇迹

在家乡广东大埔百侯中学念书的杨应彬

曾听到陶行知的名字和他的事业精神，

１９３４

年暑假随老师慕名到上海， 在静安寺路赫德

路口陶行知借住的程家住宅见到陶。 杨当时

打赤脚走了

５０

里山路离家， 到上海还是穿着

一件背心， 一条短裤， 通身晒得黝黑。 陶见

到后拉着他的胳膊说： “很好！ 小黑炭， 就

是要多晒太阳。 穷孩子的阳光比少爷小姐的

鱼肝油、 维他命更有益。” 并让他将一路同

台风进行九死一生的搏斗经过写出来， 答应

介绍给儿童书局出版。 杨很吃惊， 也很受鼓

舞， 就在亭子间里楼梯拐角处把上一阶梯作

“台”， 下一阶梯作 “凳” 写起来， 用日记的

形式把这次旅行写了出来。 陶行知看后， 一

字没改， 还给它取名为 《小先生游记》， 并

亲笔题了封面， 半年后真的出版了， 还得了

五十元光洋的稿费， 成了那穷困不堪的杨家

的救命钱。 但由于书中对不平等社会发出几

声控诉， 后遭当局的查禁。

１5．

学校经费不宜动一文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陶行知陪周恩来一行

到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 在全校师生欢迎

会上， 周报告当时的形势， 并与教师研究应

变计划， 还在孩子的笔记本上题词： “一代

胜似一代。”

２５

日， 陶行知写信叮嘱马吕贤：

“昨天请客一切费用， 连酒菜、 饭茶、 滑竿、

船钱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 并请立即清算，

以便照付。 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

１０

月

１１

日， 周恩来、 邓颖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

有欠， 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买运动器具之

用， 陶行知嘱咐 “这是指定捐款， 请开具正

式收据， 交下， 以便送去致谢。”

16．

抱着真理为人类服务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皖南事变” 发生后， 育

才中共地下党员教师在一夜之间按组织通知

撤离到延安或其他处工作。

３

月

２９

日， 陶行

知给肖生写信： “学校要实行传达室办法。

有人来必须填明姓名、 住址、 事由、 所会之

人， 并须通报副校长。 遇有便衣警察， 必须

要求其出示证章， 否则拒绝。 便衣人检查，

亦须由精明负责人陪同察看， 以免有人栽

诬。 ……我们必须认真办学， 以求对得住小

朋友， 对得住国家民族。 毁誉之来， 可不必

计较。 横逆之来， 以慈爱智慧庄严无畏处

之。 我们追求真理， 爱护真理， 抱着真理为

小孩， 为国家， 为人类服务， 社会必有了解

之一日。”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陶行知得悉校中有少

数同事和同学精神不振， 便写信道： “在平

时办学一帆风顺， 人人能办。 在艰难困苦中

不动摇而向前创造， 才为难能可贵”。 育才

全校师生积极响应陶行知提倡的 “集体创造

月” 活动， 自己动手造了四个露天讲座， 一

个舞台， 两个游泳池， 改造图书馆使它成为

现代的文化厨房， 建立了自然科学馆、 历史

地理陈列馆， 艺术馆举行了空前的 （就本校

说） 有意义的展览会。

８

月

１

日， 陶行知在朝

会上提出要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

17．

民主治校负起大任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陶行知致信就校务会

议吩咐： 校务会议为校内最重要之会议， 希

望针对全校应兴应革， 依所赋职权， 充分发

挥宏论， 议而决， 决而能行， 以为全校谋幸

福， 求进步。 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

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 而是为民主

的学习而会议。 一切提案宜有整齐形式， 兼

提出理由及具体办法。 我们要创造的民主，

民主的创造， 我们不要庸俗的、 形式的、 空

谈的民主， 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 英雄的、

少数人的创造。 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

来充实民主的内容， 又一方面要用民主来解

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 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

峰。 希望大家相见以诚， 各出心得。 会议之

前， 充分准备； 会议之时， 虚心交流； 会议

之后， 一一实现， 皆大欢喜， 共同创造新校

风、 新人才， 使能负起民主新世界、 民主新

中国所赋予之大任。

细节构筑起真实的陶行知精神， 也是学

习陶行知的多样性的现实路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1937

年秋， 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 宣传抗日。

陶行知十分关怀儿童的成长， 经常募集基金， 购买节日礼物赠送贫苦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