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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杨林柯老师，是因为他对教育

具有个性的理解与坚持，因为他从教

24

年仍然存在的困惑与迷思。 对于杨林柯

老师的方式，了解他的人也并不都是赞

成，也有质疑。 无论是赞成还是质疑，杨

林柯老师的困境显而易见。 那么，杨林

柯的困境是教师的整体困境，还是因为

他的教育个性导致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

关注，也是对教师的教育现状的关注。

杨林柯的教育方式是否值得提倡？这

个问题值得探讨。 抛开这个问题，有一个

问题广大教师必须直接面对，那就是在应

试教育无法回避而素质教育又迫在眉睫

的大背景下， 教师如何才能不辱使命，找

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

教育改革之路。

您如何看待杨林柯的困境与方式？

希望广大教师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参

与到讨论中来。

不要让自己与

应试教育一起腐烂

在学校教育的课程要素中， 语文更是责

任重大，学生世界观的建立，精神世界的指向

主要靠语文。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工具性是它的基础， 而人文性则是它的灵魂

和价值指向。

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 语文的工具

性被过分拔高，而它的人文性被严重稀释，语

文成了字词句篇的大演练，学生的阅读不足，

训练有余，课堂教学不足，做题考试泛滥。 教

师在这样的教育中老是处于一种煎熬和撕裂

状态， 因为人文性的一些东西在考试中并不

一定能反映出来， 而这些东西对学生终生有

益。讲，要耽误时间，与考试也不一定有关系；

不讲，有违良心，教师的无私如何体现？ 在这

样的现实背景下，语文教师要学会两栖作战，

努力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中间找到一个支

点，因为现实逻辑非常强大，高考选拔就看分

数，没有一个分数的硬指标，其他软指标都靠

不住。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严峻挑战，教

师得练就一身硬功夫，能打硬仗，既要搞好人

文素质教育，又要关注工具性的应试需要，但

两手都抓会出现两个中心， 会产生让人无所

适从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毫不犹豫

地坚持育人原则第一、实用原则第二。

语文教育不是塑造，不是灌输。人的成长

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也是一个长期内化的过

程，改变一个人是最难的，教育只能影响，潜

移默化。

在语文的精神阵地愈见萎缩的现实背景

下， 坚守语文的精神价值和理性价值可能会

和现实的实用价值在短期内不相协调， 也可

能会有一些寂寞和孤独， 但从长期看， 我们

会强化学生的人格， 形成学生的觉悟和智

慧， 会养育出学生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会培

养出优秀的公民， 对国家和民族功没大焉。

当然， 要把学生从应试教育的泥淖中解

放出来， 先必须把教师从应试魔咒中解放出

来， 不要让应试教育同化自己， 更不要与应

试教育一起腐烂。 要发展自己， 解放自己。

（摘编自杨林柯的博客）

编 后

杨林柯“自画像”

（摘编自杨林柯的博客）

学习型、 思考型教师， 年过不惑。

多次参加全国高考语文阅卷， 曾被评

为陕西省高考语文阅卷“优秀评卷教

师”。 重视作文教学， 曾就“创新作

文” 做客CCTV“成长” 栏目。 多年

来， 辅导的学生发表习作超过百篇，

其学生在全国各种作文大赛中获奖的

超过20人次。 喜读书， 杂涉猎， 兼收

并蓄， 不求甚解， 时乐以忘忧。 课堂

教学注重语文信息的质和量， 喜欢以

自己的读书写作影响、 带动学生。 不

跪着教书， 自然不惧“权威”； 不屑于

参加各种表演式的“赛教”， 自然与

“能手” 无缘； 不以培养工具为乐， 自

然重视学生精神的发育、 思想的成长、

人格的健全； 不好高骛远， 自然立足

现实， 把语文的工具性、 人文性和新

课程理念结合起来， 执著地坚守语文

的精神领地， 在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

寻找平衡的支点， 把日常学习与高远

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 喜欢的格言：

“行止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杨林柯并不介意学生说他是愤青，

他承认自己说过“单纯灌输知识的教育不

过像养猪……”这类愤激的话。 他说，自己

讲话有时会跑偏，但是出发点是激发学生

思考。 庄子不偏激吗？ 鲁迅不偏激吗？ 林

贤治说思想都是走偏的。 他重批判，更重

建设，他说批判容易，建设很难。

杨林柯在一篇杂文中写到： “我们

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养猪教

育， 这种教育不尊重人， 不把人当人，

只关注训练和成绩， 不关注内心的成长

发育……” 他认为， 孩子应该也有判断

力， 他们现在大多数只关注利害， 而不

关注是非。 杨林柯讲话偶尔会用陕西方

言， 他常将自己的学生称作娃， 他希望

“我的娃” 有阳光， 有快乐。

教师应该捍卫学术尊严， 有精神自

治。 两年来， 他拒绝交教案， 他说写教

案和备课是两码事， 不交不等于我没有

教案或没有备课。 说到听课， 杨林柯不

喜欢别人听他课， 他说， 我不善表演，

而且听课容易干扰人， 让课堂不真实、

不自由。 他开玩笑说， 鸡下蛋你看它，

就下不出来了。 他也不喜欢听那种过分

“构思” 的与过度表演的公开课， 认为那

太假！

谈到成为“被告” 这件事， 杨林柯说，

是外部环境变了，社会焦虑的转移。现在社会

生存压力大， 家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

上，担心孩子将来不能上好大学。一些家长本

身不成功， 让孩子争面子， 这是自己意识扭

曲， 比如， 班上曾有一个女生哭着说， 自己

喜欢弹琴， 想学音乐， 可是父母不同意……

杨林柯并不怨恨告他的家长， 他说， 有时家

长是弱者， 教师也是弱者。

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他不反对。 无论什么

时候，他觉得教学生说真话都是最重要的。所

谓教育改革就是让教育回到本质、本真。所谓

生活理想、 职业理想、 最终最大的是社会理

想，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社会是被理想

主义者推动的。文化是社会土壤，鱼有问题是

水有问题， 庄稼有问题是土有问题。

杨林柯说， 真理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

对角线方向运动的， 在现实中他试图选择

一条中间道路。 杨林柯曾给钱理群写信讨

论教育问题， 钱理群评价杨林柯说， 像杨

老师这样的人不仅有高远的理想， 他的行

事却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这些老

师所进行的革命构成了对现行教育存在的

事实上的挑战……

杨林柯是否正像钱理群所言， 在推动一

场“静悄悄的教育革命”？ 我们拭目以待。

教育生涯中的笑与痛

杨林柯的独生子杨光中， 现在是

陕西师大新闻系大四的学生， 即将毕

业， 已找到称心的工作。 杨光中曾就读

于杨林柯任教的班级， 他从小特别喜欢

语文、 历史， 初中时他的作文就曾入选

“2004年陕西省中学生作文大奖赛精选

丛书”。然而，有一次学校考试中的作文

题与作文竞赛的题目比较接近， 杨光中

就将那篇题名为“理解”的获奖作文翻写

了一遍， 没想到只得了30分， 不及格！

总分是60分。 他难过了好久好久……

记者拿起这篇作文细细地读了一

遍， 发现杨光中的文章初看似乎有点跑

题了！ 他在开头说， 各行各业的人都说

理解万岁， 可是对那些我们不理解的事

情为什么要强求一致地去“理解” 呢？

同一件事， 老年人与年轻人有不一样的

看法很正常， 这就是人们说的代沟！ 细

读下去， 发现他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想

说， 有些事需要包容和宽容， 这种不强

求统一的更广义的“理解” 才更可贵。

这种思想与表述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

是难能可贵也是独辟蹊径的！ 这或许正

是杨光中能在作文大赛中获奖的原因！

作文写得好， 考试评价低， 类似

的事也曾发生在杨林柯的学生身上，

让他非常痛心。 杨林柯的一个学生热

爱读书， 作文中谈到艺术史、 哲学史，

高更、 达利、 尼采……可以说他的思

维深度与广度超过了同龄人， 但是期

中考试教研组封闭阅卷， 这个学生作

文只得了24分， 满分是40分！ 杨林柯

当时心里很难受， 他说， 一个人小时

候受到的伤害会记一辈子， 影响深远，

就像你在小树上划了一刀， 当时好像

是不长的一道口子， 可是这个刀疤会

随着小树越长越大， 给小孩子内心留

下的精神创伤是无法估量的！

杨林柯说， 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

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 一些人有思维定

式， 常用一个标准套孩子……杨林柯爱

才， 遇到这种情况他常常想办法鼓励安

慰学生。 几年前， 一个他只带过一个月

的女生期中考试作文得了低分， 找他哭

诉， 杨林柯仔细看了这个女孩的作文之

后， 觉得确实写得不错， 就推荐给校报

发表了！

杨光中说， 我当时很奇怪， 同学之

间的好多事我都不知道， 我爸却知道，

学生喜欢找我爸倾诉……不搞大一统的

固定模式、 自由宽松或许正是杨林柯赢

得一些学生“欢心” 的原因。 比如， 高

三最后一段的复习课或下午的辅导课，

一般都是学生复习本科目内容， 老师在

过道巡视， 准备为学生答疑。 杨林柯却

说， 语文学习时间也可以给其他课， 现

在不想看语文的， 想看英语、 数学， 想

什么样的学生最可爱

有一次下课， 一个学生拦住他， 老

师我有点事求你。

杨林柯问， 你有什么事？

学生沉吟了一下， 说， 我爸过生日，

你帮我写两句话。

杨林柯笑了， 你已经高三了， 应当

自己写了。

学生说， 老师我担心自己写不好，

不会写……

杨林柯说， 我写得再好也不代表你

呀， 你已经18岁了， 你是怎么长大的？

你应该给你爸说点什么？ 你看， 路边的

花开得再小， 也是真的， 是有生命的；

商店里的塑料花不论多么鲜艳美丽， 那

是假的。

此后， 这个学生的作文越写越好，

因为他不说假话了。 作文就变成了生命

里面的东西， 写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

主张学生写真作文， 是杨林柯的一

贯主张。 他说， 自己最重真东西， 要有

生命在里面， 改作文首先看是真的假的。

可是有学生说高考作文不能放开写， 担

心得不了高分， 他很遗憾。

杨林柯说， 车好， 啥好？ 发动机好！ 人

好， 心好， 才是最重要的。 心灵的品质差别

太大。 他最喜欢的学生， 常常不是考分高的

重点班的学生， 重点班学生受应试教育毒害

多， 没有普通班学生思想活跃。 有的重点班

学生恶性竞争， 别的同学问难题， 都不告

诉， 跑步摔倒了会不会有人帮一把？ 只重竞

争和成绩偏离了善良人性。 他觉得， 教育要

用好的、 善的品质带出来正面能量， 每个人

的品质自然会影响周围一群人， 社会才能不

断进步。 知识信息永远是学不完， 选择什么

样的知识教育不最重要的， 不注意对人善心

的培育会遭到报应， 比如校园暴力事件。 换

句话说， 学校有问题是人有病， 像刹车失

灵。 不能总让孩子拿一堆题去做， 只为提高

一点分数。 如果一个学生的理想只定在上大

学， 那么上了大学可能就没理想、 没目标

了。 多少大学生在泡游戏厅， 谈恋爱？ 回归

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人性向善， 关怀更高的

社会价值， 推动社会和谐……他最看重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爱。

他每年坚持上千万字的阅读， 乐此不疲地将最富思想启迪的新书介绍给学生。 他将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引入语文课

堂， 试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他用心备课， 想方设法让课堂生动活泼、 自由开放， 同时却又不愿意交教案， 旗帜

鲜明地给“赛教” 泼冷水……

风云突变

在“万言书”中杨林柯这样回忆说：

不久前开家长会，会后，有一位家

长和我交流， 说了一些赞扬和鼓励的

话， 说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真是太少

了，不仅教书，还要做孩子的心灵导师，

真不容易，甚至说到“崇拜”一类的话。

这种话我已经听多了。 我曾告诉学生，

不要崇拜任何人，也不要让人家崇拜你

自己，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不可多

得的无价之宝，这是现代意识。听到学生

家长又在说“崇拜”一类的话，我立马插

话：“不要崇拜，我和孩子是朋友。”我告

诉家长，其实我一直在教育我自己，这不

是谦虚，而是一种自我的需要。

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领导找

我“谈话”，说几个家长对我有意见，主

要是学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对一些东西

不相信了，爱怀疑了；对家长的话也不

怎么迷信了，甚至用事实、道理和家长

辩论；说我上课讲了批判性的话，揭露

了社会的阴暗面。他们认为，为了让学生

“正确 ”认识社会 ，应该用 “正面的 、阳光

的”东西教育孩子……

杨林柯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他自言：

“对一个‘资深’教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

严重事件……”因为在他内心之中，最重

要的东西被触动了！他觉得与应试教育相

比，从长远来看，通识教育和全人格教育

对学生更有益，他渴望得到的家长支持和

理解。

杨林柯的课堂什么样

杨林柯的课通常从课前3分钟开

始， 这几分钟里， 学生或演讲， 或分

享自己的最新阅读收获， 也可提出新

话题或抛出新问题让大家讨论。 根据

话题价值大小以及学生关注的热情程

度， 灵活确定讨论时间， 杨林柯最后

或分析或延伸或总结， 然后再导入本

节课。 每节课前的活动从不重复， 因

为一切都由学生而定， 所抛出的问题，

杨林柯事先并不知情， 这对他的能力

和学养是一种挑战。 下课了， 经常有

学生拦着他， 问东问西。 近10年来他

一直以目前这种喜欢旁征博引、 宽松

自由的方式授课。 除了与家长思想观

念的冲突， 杨林柯被“投诉” 也与他

的授课方式有关。

家长告他“在课堂上说与教学无

关的社会敏感话题”， 其中一件事就是

“乌坎事件”。 除了讨论过类似话题，

杨林柯还精心设计了很多模拟题。 比

如： “‘药家鑫事件’ 在‘马加爵事

件’ 以及‘李刚门事件’ 之后又一次刺

痛了社会的神经， 请你就此事分别写出

你对社会、 家庭、 学校、 药家鑫以及你

自己最想说的话。”

至今很多学生对那场是否需要社会

批判的大讨论记忆犹新。 那天课前杨林

柯说， 应当有社会批判意识， 而一个平

时看似文静的女生说， 老师你的话有点

偏激……于是学生分成两派， 激烈辩论

起来。 平时这种讨论只是导入课堂“正

题” 的一个过渡， 这一次杨林柯决定将

辅导课改为讨论课， 整个一堂课学生都

在讨论， 直到下课也没有辩论出谁是谁

非！杨林柯在最后总结中表扬了学生的

公民精神和公共情怀，在课后的激动中

他忘记回家，放学后还坚持写了一篇课

后反思，自认为是开学后最成功的一节

课，但这节课到底是语文课还是政治课

抑或是公民课思想辩论课，他一时也说

不清，只是觉得是最有价值的课。

杨林柯从不想向学生索要标准答

案， 他最喜欢的是学生畅所欲言， 他认

为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统一答案！ 他鼓

励学生思考， 有理有据地把自己的观点

陈述出来。 在他看来， 培养学生形成

“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 独立行动” 的

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杨林柯非常注重这

种有学生参与的课前分享活动， 有时3

分钟会延长到10至15分钟。 他认为，

优秀的语文资源有限， 与社会对接才有

活力，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优秀语文资

源， 一个人看到的好文章， 全班50多

个人分享， 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好书

同样需要分享。

杨林柯讲课，喜欢旁征博引，有时看起

来似乎跑题了。比如，讲《琵琶行》，他会谈

到音乐，进而论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

化的象征性符号是十字架，直指云天，是向

外的，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是阴阳鱼，是

向内的……讲《鸿门宴》他会突然问到，为

什么项羽和刘邦不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却

不断争夺，让百姓卖命？进而会讲到中国

文化心理中的大一统思维……

教学之余， 杨林柯的绝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 他每年的阅读量

近1000万字， 读书笔记约8万至10万字。

他用自身的阅读体验， 潜移默化地引导学

生的阅读兴趣。 他曾经会向学生推荐过很

多书， 比如 《人的奴役与自由》、 《乌合

之众》、 《知识份子的使命》、 《潜规则》、

《帝国的终结》、 《1949年中国知识份子的

私人记录》、 《傅雷的最后十年》 ……等

等。 他自言， 自己教育类专业书读得并不

多， 读书内容杂， 更注重内化到自己的思

想与行为。 他说， 人吃五谷杂粮身体健

康， 读书宽泛精神健康。 在杨林柯看来，

语文课不应只教授字词句等这些被他看作

技艺的东西， 语文课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

双重使命。 教育有更深的含义， “教育是

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

杨林柯与学生在一起 （后排左六为杨林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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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语

文组教师杨林柯突然成为“被告”———几位学生

家长找到校长告状，杨林柯教育方式不恰当，上

课时经常离题， 讨论与教学无关的社会敏感话

题……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会让孩子 “不听家长

的话了”……他们更担心杨林柯的教育方式，会

对孩子的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校方将家长的意

见转达给杨林柯之后，杨林柯心绪难平，两天赶

写了一万多字的题名为 《这样执著， 究竟为什

么》的长信，副标题是“对家长的心灵告白”，打

印后分发给自己任教的高一（

5

）班和（

8

）班的学

生，并请他们与家长一起分享讨论。一石激起千

层浪，杨林柯的“万言书”立即得到班级内外、网

上网下的热烈回应， 学生与家长纷纷发言……

几天后这封“万言书”刊发在华商报上，旋即迅

速被各类媒体转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万言书”里，杨林柯解释说，自己在语文

课堂上“剖析社会”是希望学生有独立的思想。

面对社会上和学校里过强的功利意识，他质问：

“如果我们让学生的词典里只有 ‘拼搏 ’、‘奋

斗’、‘成功’几个可怜的词，那么请问：学生的生

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

他这样阐述自己的教育理想：“震撼心灵、

开启智慧、健全人格。目的是要学生学会独立思

考、独立判断，进而达到独立行动，成为一个心

灵博大、精神坚强的人。”“教育是一个生命对另

一个生命的影响。”

文中他还痛陈：“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 要让

上级领导满意，有时‘让他人满意’和‘让自己满

意’之间很难和解，教师经常得忍受内心的撕裂与

痛苦的煎熬。”

赞赏支持与无奈叹息的声音接踵而至。一些文

章指出，杨林柯的万言书是对整个中国教育的呼喊

和发问，写这样的信需要道德勇气。同时也有人评

论说，杨林柯太理想化，中国教育改革太难了。

在关注追踪网上各类讨论文章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好奇与疑问出现在我的头脑中： 杨林柯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个理想主义的愤青？ 大战

应试教育风车的唐吉诃德？一个个性十足、锋芒毕露

的另类教师？他的课堂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那么执

著地坚持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作为一个普通中学

教师他的喜怒哀乐又是怎么样的？

3

月初，记者踏上了西行之路，在西安采访了

杨林柯。他外表儒雅，言语犀利，向记者回述了自

己的生活与教学之路，也还原了“万言书”事件的

来龙去脉和自己一直以来的教育梦想。

这个“被告” 在执著信守着什么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杨林柯其人其事

■

本报记者 杜悦

2012年，48岁的杨林柯在这所中学任教已有24个年头。 如果没有突然成

为“被告”，可能就不会去写这封“万言书”，也不会一举成“名”！

杨林柯上课时喜欢旁征博引， 他还经常精心设计一些

问题，让学生参与讨论。

学生的信任是他最大的欣慰， 这也是他作为教师的

最大快乐。

他最喜爱的是普通班爱思

考爱提问的学生， 而不是

重点班的高分学生。

杨林柯的教育方式构

成了对现行教育的挑战

看什么都可以！ 不管吃饺子还是吃包子

都一样， 只要大家爱吃， 有营养， 都是

好的， 没关系， 时间是大家的， 可以自

由支配； 知识是一个系统， 没有谁轻谁

重， 学习也没有固定模式。

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疑似“早恋” 与父

母对抗， 他与女生在广场散步， 父母悄悄

在后面跟踪， 盯梢， 还打印了他的手机通

话记录。 他觉得在家里实在受不了了。 他

问杨林柯， 男女同学之间就不能有真诚的

友情吗， 就是爱情又如何？ 他平生第一次

有了这么美好的感情。 他将不能对父母说的

话， 对杨林柯说出来， 他将老师当作最可靠

的人。 还曾有一个学生半夜3点给杨林柯挂

电话……一个学生写信诉说父母离异的创

痛， 请杨林柯看了要为她保密……一个学生

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而苦恼……

谈起这些往事， 杨林柯的眼眶里含着泪

水。 学生的信任是他最大的欣慰， 这也是他

作为教师的最大快乐。 他觉得要换一种思维

看教育， 教育不应只是知识教育， 同时也生

命教育、 公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