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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

温家宝

（2011年10月25日）

同学们、 老师们：

屈指算来， 我阔别南开中学已

51

年了， 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 这

还是第一次。 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

谈谈心。

我

1942

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

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 我爷爷

在村子里办学校 ， 曾祖父是农民 。

再往以前， 我家都是农民。 我们家

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 至今也

没有人能说清楚。 据说是从山西来

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 因为家里

穷、 没有地位， 温氏家谱始终没有

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 是冲破地

主豪绅的阻力， 第一个招收女生的

学校。 我记得， 他常年为两件事奔

波

:

一件是招聘教师， 一件是为学校

筹款。 就是这样一所小学， 很多教

师都是大学毕业生， 有的解放后当

了教授。 外婆家也在本村， 外公去

世很早， 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

家里还种着几亩地。 每年秋天收玉

米时， 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

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

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 “三光” 政策

的时期。 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 至

今记忆犹新

:

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

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 四周架起机

关枪， 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 当

时， 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这件

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 国民党军队为

“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 我的家

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

药店，全部化为灰烬。 我们家逃难到

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 外婆在逃难

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她是

最疼爱我的人。 孩提时代，她抱着我，

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

气。 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

之夜。 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

的国民党军队， 当晚进行了激战，手

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

躲在床铺下， 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

怕。 第二天， 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

过的， 穷困、 动荡、 饥荒的往事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

印象。 我深知， 这不是我们一个家

庭的苦难， 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

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

苦难史。 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

:

中

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 唯有科学、求

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如将

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 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

的统治， 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

只有不

断革新， 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 中学期间， 家境

十分贫寒。 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

租住在一间不到

9

平方米的小屋子

里， 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

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

37

元 。

我患过一次白喉， 父亲把仅有的一

块手表卖掉， 买药给我打针。 此后

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 因为经常目

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 我从小就

富有同情心， 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

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 对不公道

事情的憎恶。 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

在我的心中萌生

:

人人生而平等， 社

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 从

12

岁到

18

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

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

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

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南开中学是一

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

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

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 我在这

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

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 有崇高的志

向。 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

给祖国和人民。 我努力学习知识，坚

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

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

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南

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

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 我上中学

时就愿意独立思考， 渴望发现问题，

探索真知，追求真理。 我记得，那时除

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

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 南开

永葆青春， 这就是南开精神。 在求

学期间， 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

不怕困难， 勇往直前。 除了学习以

外 ， 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

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 南

开永远年轻， 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

力。 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

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 我家里人

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

爷爷在

1960

年因脑溢血去世， 是我

把他背进医院的。 现在他教过书的

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 里面装了一

篇篇的 “检查”， 小楷字写得工工整

整，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

业的忠诚。 父亲也在

1960

年因被审

查所谓的 “历史问题”， 不能教书，

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 后来到

图书馆工作。 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

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 父亲告

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 他是个老实

人， 一辈子勤勤恳恳。 今年他过世

了， 可谓 “生得安分， 走得安详”。

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 我仍

然追求进步。 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

加以比较， 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 我从

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 在北

京地质学院， 我在地质系就读

5

年。

大学期间 ，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 专攻大地构

造。 回忆在地质学院近

8

年的学习和

生活， 我曾概括为三句话

:

母校给了

我地质学知识，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

难的勇气， 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

机会。 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 我有

14

年时间

是在海拔

4000

到

5000

米的极其艰苦

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

作。 这期间， 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

基层群众， 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

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 我来自人民，

我也有苦难的童年， 我同情每一个

穷人， 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

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我用整整

10

年时间，

深入农村 、 厂矿 、 科研院所调研 。

在农村， 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

上了解情况， 晚上开座谈会。 我住

过乡里、 住过粮库， 经常在一个县

一呆就是一个星期。 我几乎走遍了中

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同科学家交朋

友、谈心。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

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

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 衡量政策好

坏的标准只有一条， 就是群众高兴

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

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 穷

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 就是

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 ，

穷人占多数。 一个政府、 一个社会

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 穷人应该拥

有平等的权利。 在中国， 不懂得穷

人 ， 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 ，

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 更不

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 公平的核

心是在生存、 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

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

权的平等。 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

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 而公平和正

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

这个大厦就会倒塌。 “国之命， 在人

心”， 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

发展和政权的存亡。 政府是穷人最后

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

事。 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

真正理解 “以人为本” 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 特别是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是有目

共睹的， 必须充分肯定。 但也要看

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

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问题， 城

乡差距、 地区差距依然存在

;

一些地

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重， 甚至以权谋私和贪

污腐败的现象

;

收入分配不合理， 有

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群体性

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 我

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 、 社会公正 、

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 。

这都是人心所向， 无论哪个方面出

了问题， 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

家安宁。 而要做到这一切， 必须在

党的领导下， 推进改革开放， 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

9

年了。 这段时

期， 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

从

2003

年的 “非典” 到

2008

年的汶

川大地震， 再到

2010

年舟曲特大山

洪泥石流灾害， 各种自然灾害和突

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 百年不遇

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

4

年之久， 给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人民没有畏

惧， 没有退缩， 总是满怀信心、 坚

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

我十分清楚， 实现现代化目标， 任

务还十分艰巨， 需要许多代人的长

期艰苦奋斗。 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

在你们青年人肩上。 未来是属于青

年的。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

国家强。 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

人生， 创造青春之中国、 青春之社

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 我又想起了南开，中

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

行。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

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

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 张伯苓

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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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年前，当

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

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

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

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

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

至今难以忘怀。 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

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 文化俊才，是

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 人是要有灵魂

的，学校也要有灵魂。 让我们牢记“允

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

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

神” 发扬光大， 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

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 过去如此，

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 南开精神

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

人前进的道路。 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

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杜占元巡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考点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

2011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

考于

10

月

29

日、

30

日进行。

10

月

29

日下午，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副部

长杜占元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考

点， 巡视了教育硕士、 公共卫生

硕士和军事硕士的部分考场， 并听

取了全国联考的工作汇报， 检查了

考试各环节有关工作 。 杜占元指

出 ， 考试涉及广大考生切身利益 ，

关乎教育公平， 要坚决维护考试秩

序 ， 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 有序进

行。 （下转第四版）

郝平会见耐克集团和微软公司客人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10

月

28

日，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分别会

见了耐克集团全球副总裁希拉里·

克兰女士和微软公司全球首席研

究官里克·雷斯特先生。

会见希拉里·克兰女士时， 郝

平对耐克公司今年

4

月热情接待刘

延东国务委员代表团表示感谢 ，

对耐克公司在举办青少年校外体育

运动和推广汉语教学方面的努力表

示赞赏。 郝平向客人介绍了中美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情况， 并鼓

励耐克公司与中国合作， 在推动中

美两国民间交流和两国友好关系发

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下转第四版）

■

本报记者 柯进 高毅哲

视线

这里的教育为何“公弱民强”

———江西省余干县义务教育现状调查报道之二

“村民们都期待学校能提供食

宿， 可是当我们从有限的办学经

费中挤出一些钱，把教室改造成临

时学生宿舍后，因条件太差，即便

学校不收一分钱住宿费，很多孩子

还是不愿意住，都往收费不低的县

城民办学校挤。 如果再这样下去，

明年像我们这样的一大批乡镇公

办学校还能不能正常开学，都是问

题。”见到记者时，江西省上饶市余

干县瑞洪镇初中副校长曹玉红指着

大半空置的校舍，愁眉不展。

有

14

万多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余干县， 为何农村公办校学生大

规模涌向收费不低的民办校？ 余干

教育 “公弱民强” 的背后， 究竟折

射出怎样的教育现实？

生源大规模流向民办

校，是农村家长重视教育，

还是迫不得已

瑞洪镇后岩新村村民胡申根有

一双子女， 之前两个孩子都在该村

前进小学就读， 后来转到县城私立

东山学校， 一个上小学五年级， 一

个上小学六年级。 一年下来， 两个

孩子的学费就差不多

1

万元。 “我们

夫妻俩全年所有收入也不到两万元。

虽然经济压力很大， 但私立学校的

教学质量、 管理确实要比农村公办

校好得多。” 胡申根说， “现在， 成

绩稍微好点的学生基本上都去了民

办校或托关系进了县城公办校， 留

在农村学校的， 大多是调皮孩子。”

据当地公办学校校长透露， 现

在， 越来越多农村家长将孩子从公

办校转到民办校， 虽然有家长重视

孩子教育的因素， 但主要还是出于

无奈： 一方面， 余干县绝大多数农

村公办校没有食堂 、 宿舍等设施 ，

而且受民办学校相对较高的工资待

遇吸引， 农村学校稍微好点的教师

都流向了民办学校； 另一方面， 农

村公办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越来越差。

瑞洪镇江铜希望小学负责人介

绍说：“这几年， 几乎每年秋季开学，

学校都会有几十个高年级孩子转到

民办学校。”

与之相似，

2003

年前 ， 梅溪初

中教学质量测评多次获全县第一 ，

就连

100

多公里外的南昌市的学生都

找关系想进来。 可是，

2006

年， 随

着学校

5

名骨干教师和班主任去了民

办学校， 导致初二年级成绩前

20

名

的学生全部跟着老师转到了民办学

校。 第二年， 梅溪初中只有两人考

上重点高中。 而当年， 全县

60

所中

学的初中部， 有近

20

所农村公办初

中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的学生数

为零。 但是， 在民办校中， 仅沙

港初中当年就有

138

人的考分是在

重点高中线以上。

“一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 再

怎么节约， 一年也得花

8000

元。”

江西省余干县蓝天实验学校校长

黄浩淮说， “这对于一个普通工

薪家庭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 其经济

压力不难想象！”

扶持民办教育，是地

方财政“甩包袱”，还是教

育经费没有用到实处

总人口

105

万的余干县是江西

省上饶市一个农村人口占

70%

的

农业大县， 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

县。 “政府穷， 民亦不富” 是余

干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写照。 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 乡村学

校日常办学、 校舍维护等经费中

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乡镇政府。

（下转第四版）

做与时俱进的南开人

———南开中学师生对温家宝总理母校之行反响强烈

10

月

25

日， 温总理重返母校南

开中学。 谈起师生们的反响时， 南

开中学高二 （

11

） 班学生赵乙潼怀

着深深的感情说： “非常热烈， 超

出想象。” 她说， 那天自己聆听了温

总理的讲话， 放学回家看到新闻联

播时才清楚地意识到： 温总理来我

们学校了， 这是真的！ 晚上， 她打

开

QQ

， 突然发现所有同学的签名都

变成了 “我爱南开， 我爱总理”。 而

南开中学校长马跃美， 作为温总理

在礼堂与全校师生讲话的主持人 ，

则深切地感受到了责任与分量。

说起那一天， 南开的师生们都

有话说， 都有深深的体会。 从学生

到老师， 从老师到学校管理者， 他

们把温总理的南开之行看作是一次

学长的回访， 把温总理情真意切的

讲话看作是在与师生们聊天。 在谈

到感受时， 师生们说得最多的词是：

激动、 感动、 亲切、 激励与责任。

“我们体会到总理

对母校的深深情意”

“本来安排的时间是下午

2:40

到

校， 总理提前

10

分钟就到了。” 马跃

美告诉记者。

“老师们都说这是温总理第五次

回母校。” 马跃美说， “当然， 以这

样的方式回来是第一次。” 之所以说

是第五次， 是因为以前曾有过三次，

是温总理轻车简从， 直接到传达室

报到 ， 说自己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

到学校去看一看。 等学校领导到了，

他已经走了。 还有一次， 是温总理

结束在天津工作以后， 让司机围着

校园绕了一圈。

马跃美告诉记者 ， 这次回来 ，

温总理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宿舍 ，

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住在哪一间。 温

总理在讲话中说： “从

12

岁到

18

岁

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 。 因此 ，

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 对我人生观

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也给我留下

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 ” 马跃美说 ：

“确实， 总理的每一个举动、 每一句

话， 都渗透着对南开中学的深厚情

感。”

有幸向总理提问的赵乙潼饱含

深情地说： “总理的脸上始终带着

微笑 ， 说了好几次 ‘我是爱南开

的’。” 她说， 在很多学生都举手提

问的情况下， 自己能有机会发问实

在是太幸运了 。 她当时的问题是 ，

“您在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中印象最

深的是什么？” 因为她很想知道总理

在自己的这个年龄时 ， 他的精神 、

思想境界与自己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没想到总理不假思索地说， 有三件

事印象最深： 一是每科老师， 二是

学校的文体活动， 三是学校的图书

馆。 更没有想到的是， 总理在说到

学科老师的时候， 脱口而出地说出

了六七个老师的名字。 “都这么多

年了， 他还记得那么清楚， 可以想

象， 总理对他的老师爱得有多深！”

高二 （

2

） 班学生李鑫是负责在

科技楼的现代工作坊为总理做解说

的。 “其实， 原来的解说词我都背

好了， 可是总理一来， 我激动得全

忘记了， 只好临场发挥。” 她说， 温

总理看起来是那么亲切， 就像学长

和爷爷。 当她把自己制作的一个笔

筒送给总理时， 总理的脸上满是欣

喜， 她从中体会到了这位学长对南

开中学深深的爱。

“总理教导我们做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作为优秀教师代表， 韩文霜说，

温总理的三次鞠躬给自己留下了深

刻印象。 第一次是在校园内周恩来

总理的铜像前， 温总理毕恭毕敬地

鞠了三个躬， 表达对周总理的尊敬。

第二次是在跟学校历届领导与师生

代表见面时， 向当年他在校时的老

校长杨志行鞠了一躬， 表达了对老

校长的尊敬与爱戴。 第三次是温总

理在礼堂讲话完毕后， 对全体师生

鞠了一躬。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全

体南开中学师生的鞭策与鼓励。” 韩

文霜说。

“就像与师生们一起聊天。 ”教师

林秋莎说，“从聊天中，我们体会到了

总理忧国忧民的意识与情怀。 作为一

个国家领导人，他把百姓疾苦放在心

中。 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南开精

神与南开品格’。 该怎样做才能成为

一名‘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是我们

这些天一直在思考和议论的话题。”

（下转第四版）

■

本报记者 赵小雅

川甘交界发生5.4级地震

陇南震区师生安全校舍完好

本报陇南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张滢） 今天

５

时

５８

分， 四川省广元

市青川县、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交

界 （北纬

３２．６

度 ， 东经

１０５．３

度 ）

发生里氏

５．４

级地震。

记者从陇南市教育局了解到，

地震发生后， 陇南市教育局与文

县教育局立刻展开排查， 确保师

生及校舍安全。

陇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刘为民告

诉记者， 经排查， 陇南地区距离震

中最近的文县中庙乡

14

所中小学校

舍均完好无损 。 全乡

655

名中小学

生， 包括

233

名在校外寄宿的学生安

然无恙。

据了解，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正

值甘肃省接受国家“两基”督导检查

组“两基”验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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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荩荩荩

鲁昕出席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组建成立大会

探索教育研究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新模式

本报北京

11

月

1

日讯 （记者

唐景莉）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组建成立大会今天在京举行。 教

育部副部长鲁昕， 教育部原副部

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

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出

席大会并致词。

鲁昕代表教育部向中国人民

大学教育学院的组建成立表示热

烈祝贺。 鲁昕指出，当前教育事业发

展正处于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加

快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改革发

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涉及

国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发

展的诸多方面，需要教育科学与经济

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与其

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和综合

创新。 （下转第四版）

神八飞船踏上赴约之旅 天宫一号等待太空相拥

年轻人才“掌舵”空间交会对接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承载着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首次交会对接使命的神舟

八号飞船，

1

日

5

时

58

分

07

秒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开始追逐天宫一号

的漫漫行程。

为神八送行的长征二号

F

遥八火箭喷

出礼花般的绚丽尾焰， 绽放在秋日黎明

的戈壁滩上空。

6

时

07

分

53

秒， 船箭分离， 神舟八号

进入预定轨道。 随后， 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指挥常万全宣布发射成功 。 此时 ，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相距近

1

万公里。

在未来两天内 ， 神舟八号将沿着陆 、

海、 天基 “三位一体” 测控网铺就的赴约之

路， 在中国上空完成交会对接， 结成相依相

拥的 “太空舞伴”。 届时， 中国将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独立完全掌握空间自动交会对接技

术的国家。

32

天又

8

个小时前， 中国第一个目标飞

行器天宫一号从同一发射塔架升空。 绕地球

飞行

485

圈之后， 这枚中国目前体积最大的

载人航天器已降轨进入距地面约

343

公里的

交会对接轨道， 等待神舟八号前来相会。

相约太空———人们赋予浪漫想象的交会

对接，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看来绝非坦途。 神八飞船要通过

5

次变轨、

4

次 “刹车”， 经过将近

130

万公里的远行， 才

能一步步 “逼近” 天宫。

“两个以

7800

米

/

秒速度飞行的航天器在

空间轨道上准确会合， 精度要控制在十几厘

米之内，这就如同‘太空万里穿针’，比我们常

说的‘百步穿杨’难多了。 ”周建平解释。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