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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管是在教室上课， 还是上学、 放学的路上， 或者吃饭， 到处都是人， 总有种

喘不上气的压迫感。”

【 】

【 】

“一门两校”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农村学校逐年

萎缩的当下， 地处山区农村小镇的毛

坦厂中学， 为何在短短10年间由一所

不足2000名学生的农村完中， 发展成

为一所拥有1.7万名学生的巨型“超级

中学”？ 其庞大“体量” 的背后， 到底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按照当地老百姓的说法， 毛坦厂

中学既是六安市的， 又不尽是六安市

的———入读毛坦厂中学的学生来自全

国各地。 其中， 安徽省内尤其六安市

的学生居多。 这样的生源结构， 使毛

坦厂中学的管理与众不同： 平时， 学

校不对外开放， 是全封闭式的， 只有

周六、 日才允许外人进来参观， 学校

大门保卫室的电子监控器对进出学校

的行人和车辆严密监视。

就在这个被严密监视的校园里，

存在着另外一个神秘的学校———“金安

中学”。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名毛坦厂

中学学生和小镇居民中， 大家除了知

道“金安中学好像是私立的” 外， 几

乎没有人能确切说清这所学校与毛坦

厂中学的关系。

金安中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

校？ 与目前同一个学校大门进出的毛

坦厂中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需

要从毛坦厂中学的历史说起。

实际上， 2002年以前， 毛坦厂中

学和大多数农村中学一样经历过生源、

师资流失的低谷期。 从1984年就一直

在该校工作的朱志明， 眼看着一批又

一批优秀教师进城， 学校办学一度陷

入困境。 2002年时， 作为完全中学的

毛坦厂中学校园面积只有150亩、 在校

生仅1400余人， 学校负债高达4000万

元。 担任校长后， 朱志明为了留住好

老师， 提出政策留人、 感情留人、 经

济待遇留人。 2003年开始， 学校提出

为老师发放安家费的建议得到主管部

门和校党委的认可。 自此， 办学经费

原本紧张的毛坦厂中学通过贷款的方

式， 为自愿到该校任教的老师每人发

放1万元安家费。

据校方透露， 自2003年到2005年

间， 毛坦厂中学共为13位新教师发放

了13万元安家费。 2006年， “随着教

师队伍的稳定， 学校重新走上了良性

循环， 教学质量和声誉也有了明显改

善， 慕名而来的学生逐年增加”。 为了

满足老百姓的入学需求， 这一年， 毛

坦厂中学与私人老板合资在学校围墙

北侧征地300多亩， 创办了一所名为

“金安中学” 的民办学校。 按照合同约

定， 私人老板投资了200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 不参与学校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每年只从经营收益中“分红” 36万元。

学校主要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 金安

中学这所在百度上很难检索到的私立

学校， 经过6年的发展， 目前在校生达

到1.2万人， 规划的学校占地面积350

多亩， 其中一半学生是复读生。

高考前的一周， 记者在该校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 参观了这所神秘的金

安中学。 顺着该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

穿过毛坦厂中学的400米标准操场， 记

者看到与毛坦厂中学联体、 中间只隔

着一面花艺铁墙的金安中学。 跨过一

扇洞开的宽大铁门， 一栋高三年级的

教学楼就横在眼前。 教室内， 老师们

正在讲台上紧张地讲解模拟试题。 教

学楼北面， 是一大片被建筑工程车压

过的工地； 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山顶上，

矗立着毛泽东、 邓小平的巨型雕像；

山脚之下， 传来建筑机械“隆隆” 的

轰鸣声， 五六栋教学楼正在紧张施工；

校园西侧， 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白色板

房食堂。 “现在， 学校处于施工建设

阶段， 大多数学生都暂时分流到本校

区 （即毛坦厂中学） 的教室内上课。”

该校一位工作人员满脸笑容地说， “截

至目前， 我们已经为这个校区投入了2亿

多元建设资金， 再过两年， 学校规模可

能会更大、 更震撼！”

正当记者为2亿元的大手笔投入疑惑

不解时， 该校负责人透露： “我们两个

校区现在每年的毛收入可达1亿元， 除去

维持学校运转所需的6000万元办学成本，

每年学校还有接近4000万元的结余。 目

前， 学校欠的4000万元债务都是2002年

时毛坦厂中学留下的。”

“我们在镇子里做了两年多生意， 一

直没弄明白从一个大门进出的毛坦厂中

学与金安中学到底有什么不同。” 一家小

吃摊老板指着学校大门告诉记者，“只是

听学生和一些家长说，两个学校一个是民

办，一个是公办，学生缴的学费不一样。 听

学生说，上民办的金安中学，一年一般要

缴1.6万元至2万元不等的学费。 ”

按照校方的说法， 金安中学是私立中

学，毛坦厂中学是其主要股东，因毛坦厂中

学当时仅复读生每年就有三四千名，而

2004年起， 安徽省规定公立高中不得举办

复读班。于是，金安中学应时而生，接纳毛坦

厂中学复读班的学生， 收费相对比较自由。

“由于全校只有480名教师（其中，金安中学

200名），所以，两校师资共享，毛坦厂中学的

教师经常会兼任金安中学的课程。 ”

当记者打听毛坦厂中学去年的高考

升学率时， 校方给出的答案似乎揭开了

两校“前厂后店”的直系亲缘关系：“与生

源一流的六安中学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

升学率只略低10个百分点！ 去年，包括金

安中学在内，全校8700多名考生中，本科

上线率达到74%， 其中上三本线以上的学

生6914人，达到一本线的有2100人，二本

及二本线以上的有3600人。 ”

这让人不禁心生疑问， 地处乡镇却

高居当地教育“神坛” 的毛坦厂中学，

究竟靠什么创造了高考“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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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丝合缝” 的管理困境

对于毛坦厂中学的管理者而言， 最大的

挑战不是来自于教学， 而是如何确保1.7万

名学生的安全。

该校负责人说： “只要学校没放假， 我

们的手机24小时从不关机。 只要晚上电话铃

声一响， 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学校出事了……

这些年， 我很少能睡个安稳觉。”

据该校有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的管理班

子为4位校长 （一正三副）、 12名中层管理

干部。

学校目前有16幢学生公寓楼， 日常管理

严密。 为了保证学生安全， 该校配备的保

安、 保洁员和宿舍管理员多达200人。 公寓

楼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 每一个部配一位老

教师， 每幢公寓配有6名管理员， 每个人负

责一层楼。 其中， 学校任命1名楼长， 其他5

名管理员由楼长从社会直聘。 楼层管理员每

天检查， 并且公布每个寝室的卫生和纪律状

况。

“面对这么大的学校， 其实， 我们的头

等职责就是考虑如何把学生管住， 不出事。

每天有三个时间段是我最担心的， 一是学生

早上起床， 二是学生中午放学回寝室， 三是

晚上放学。” 一位宿舍管理人员说， “因为，

学生除了上课， 这三个时间段是最集中的，

一到这时， 整幢宿舍楼闹哄哄的， 到处都是

人。”

面对上万名学生， 不单是宿舍管理员

感到精神紧绷。 与宿舍严密管理并行的是

学校教学区实行的另一套管理体系———分

级管理负责制。 在该校， 除了4位校领导，

中层机构设置同其他中学基本相似， 有教

务处、 总务处、 团委、 工会、 办公室等。

全校分为4个年级部： 高一年级部、 高二年

级部、 高三应届部、 高三往届部。 每个年

级部都配备了正副两名中层干部， 学校所

有工作由年级部负责管理， 使小事不出班

级、 大事不出年级部。 由于每个年级部的

学生人数实际上与一所标准的高中大致相

仿， 因此， 挂职每个年级部的中层干部实

际上相当于一所学校的校长， 统筹并协调

本年级的日常事务。

班主任是直接面向学生管理一线的重要

岗位， 毛坦厂中学的管理者们对此花了不少

心思。 在该校， 所有班主任的选聘由年级部

提出初步意见， 教务处研究， 最后由校长决

定是否聘任。 对班主任的管理实行末位淘汰

制。 每一届高三毕业以后， 学校统一对班级

进行考核， 最后一名的班主任将被淘汰。 为

了及时解决学校和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平

时， 班主任管理实行例会制。 每周日晚， 第

三节辅导课作为班主任例会， 总结一周里各

班的情况， 肯定成绩， 查找存在的问题， 并

安排下一周工作。

学生在校期间， 班主任全天候管理， 学

校每个教学楼附近至少有2名校警同时值班。

据校方介绍， 这既是防止社会闲杂人员随意

进入教学区， 又是为了能及时发现并解决问

题。 每个教室除了有多媒体、 闭路电视之

外， 还安装了摄像头， 学校管理者在监控中

心可随时调看每个教室里上课、 考试和学生

自习情况。

由于学校每间宿舍安排10名学生入

住， 不少孩子觉得过于拥挤而租住在校外

民房。 对此， 学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登

记， 班主任对没有正常到校的学生随时进

行核查。

面对毛坦厂中学如此庞大的“体量”，

感到管理难度大的， 不仅是学校。 实际上，

为了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 每天晚上， 学校

保安都会陪同小镇派出所民警在小镇的大街

小巷里巡逻。 毛坦厂镇的街面上， 虽然有两

间网吧， 但学生不能随便进入。 因为， 学校

监控中心在网吧的对面安装了摄像头， 只要

有学生进出网吧， 摄像头便一一将其“记

录” 在案。

“刚来的那学期， 总感觉在这里上学

很不自由， 到处都是摄像头， 干什么都

好像有人监视着， 所以， 我曾三番五次

地想从这里转回合肥， 但我爸妈老是以

‘拼命三年、 幸福一辈子 ’ 的话来劝阻

我。” 该校一名家住省城合肥的高三学生

说， “现在回头去看高中这几年， 想起

来都有点后怕。 幸运的是， 我终于可以

离开这里了。”

不过， 对于学校“严丝合缝” 式的管

理， 有陪读的家长表示出极大的支持： “我

们大老远把孩子送到这里上学， 看中的就是

这里比城市学校管理得更严， 比城里的一些

学校高考考得更好……”

一所中学的“超级”蜕变

———巨型学校发展现状调查 （上）

■

本报记者 柯进 高毅哲

距离省城合肥100公里的毛坦厂镇， 隶属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地处大别山余脉， 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山

区小镇， 常住人口仅2万， 甚至在安徽省地图上， 根本找不到其所在。

但就是这么一个貌似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不仅在皖西乃至整个安徽省家喻户晓， 而且在合肥各大长途汽

车站， 每天都有来往繁忙的直达班车。 这在安徽成百上千的乡镇里绝无仅有。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在安徽六

安， 你可以不知道天堂寨， 也可以不知道东石笋， 但你不能不知道毛坦厂！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小镇？ 它为何笼罩着别样的光环？

实际上， 作为行政区划， 毛坦厂镇本身并不神秘， 神秘的是坐落在小镇里的一所有着1.7万名学生的巨

型中学———毛坦厂中学。

“状元梦”背后的拥挤青春

每年6月5日， 是一年中毛坦厂镇最繁

忙、 最热闹的时候。

一大早， 52辆旅游大巴缓缓驶进学校，

整整齐齐地停靠在操场上———这一天， 它们

将分两批把今年参加高考的9200多名考生，

送到六安市各大考点附近的宾馆、 酒店。

当天7点左右， 毛坦厂中学门前500米

长的学府路人山人海， 路边停满了各类送考

的小轿车、 出租车和面包车。 校园内到处挂

着高一、 高二学生祝福和鼓励学长们的红色

标语、 条幅。 在校园东侧的一块空地上， 镇

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还特地组织了仪仗队， 敲

锣打鼓地欢送大哥哥、 大姐姐进城应考。

早上8时一过， 小镇鞭炮齐鸣， 锣鼓喧

天， 载满考生的车队和数百辆小车组成的送

考车队在悬挂有“民生警务 爱心护考” 的

警车引导下， 徐徐开出小镇。

“送考如同过节”， 这是这个小镇一年中

特有而又神圣的仪式。 据该校有关负责人介

绍， 最近几年， 每年高考送考， 小镇里都要

燃放好几万元的烟花爆竹。 每年高考前一

天， 许多送考的家长都会在学校东北角围墙

内的那棵百年老树前， 虔诚地烧一炷“状元

香”。 一位长期在学校门口卖快餐的老板透

露， 每年送考那天， 百年老树下面淤积的香

灰足有一米多高！ 这些仪式都是为了孩子们

能在高考中金榜题名而举行。

“大家为孩子们的付出， 远不止这些。”

毛坦厂中学相关负责人说， “且不谈日常管

理， 仅每年高考考务安排一项工作， 从我们

学校领导班子16人， 到高三年级班主任、 任

课教师， 在维持学校正常教育教学之余， 还

得付出巨大的心力。 头一年高考结束， 学校

领导班子不仅得向酒店宾馆下定金， 预定第

二年的床位， 而且高考前两三个月， 全校教

职员工就得提前准备当年高三年级八九千考

生的衣食住行。 比如， 给每个考生编排送考

车的座位号、 宾馆房间号……”

这只是高考倒计时阶段这所“超级中学”

忙碌状况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 对于学生来

说，最难熬的是3年漫长的高考“助跑”。

“说实话， 虽然高考临近， 我们都很紧

张， 但庆幸的是， 熬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终

于可以离开拥挤的校园， 出去松口气了。”

该校一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 “在这里读了

3年， 不管是在教室上课， 还是上学、 放学

的路上， 或者吃饭， 到处都是人， 总有种喘

不上气的压迫感。 平时， 要想在学校食堂吃

上一顿饭， 至少要排半小时队。 所以， 高

二、 高三两年， 我基本没有去过学校食堂，

都是去学校大门口外的小店里买盒饭。”

5月30日， 记者随机走访了该高中3个

年级中的5个班。 5个班中， 人数最少的班

级， 教室内十纵九横摆着90个座位。 第一

排靠右边的课桌已紧贴着教室前门的门框，

中间只有两条学生侧身才能勉强进出的过

道。 乍看上去， 整间教室内除了书桌上一摞

摞码得整齐的书本， 余下的空间几乎被黑压

压的脑袋填得严严实实。

“大多数班级的后门根本无法打开， 最

后一排的同学只要站起来， 身体就会贴住教

室的后墙。” 一名高二男生说， 由于人太多、

空间太拥挤， 几乎每学期班上都有同学因进

出不小心碰掉谁的书本或笔而产生争执， 甚

至背着老师大打出手。

拥挤， 是学生们共同的感受。 “表面上

是一所学校， 实际上拥挤程度跟集中营差不

多。” 高三学生张恒 （化名） 说， “高中以

前， 我是在舒城县上的学， 那时不论什么时

候想踢球， 都能在学校找到场地， 而且全校

同学几乎每天都会在操场上做课间操， 每学

期都会举行全校运动会。 但是， 来到这里

后， 学校不仅难得举办一次运动会， 而且每

举办一次运动会一般都要持续一周时间， 分

年级进行。 快3年了， 我一直想象着全校师

生聚集在操场上将会是怎样的盛大场面。 但

学校确实太小了， 这注定将会是我高中记忆

里的一个空白……”

虽然， 难以亲眼目睹全校师生在操场上

的盛大集会， 但通过每天中午和下午的放学

场面， 也足以管窥这所“超级中学” 的“超

级” 之所在。

5月30日11点30分， 桌椅板凳挪动时发

出的一阵急促声响过后， 一股巨大的人流如

潮水般由教学楼涌向学校大门外， 奔向汇聚

了上百家小饭馆、 商铺的学府路及附近几条

小巷。 不足5分钟，学校大门外几条街道两旁

的炒饭、凉面、盒饭等小吃摊前，学生人满为

患，小吃摊老板的手就像生产线上的机械臂，

快速装完一份盒饭，麻利地收了钱，迅速重复

下一个动作。整个小镇，只要有落脚之地的饭

馆，不论门脸大小，无一例外塞满了学生，小

店的老板们个个挥汗如雨。 叫喊声、喧闹声、

呼朋唤友声、抢着点菜声混杂在一起，整个小

镇瞬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

大约30分钟过后， 成千上万名学生有的

回了教室， 有的回了宿舍， 有的回到校外出

租屋。 街面上， 只有三三两两几个逛文具店

的学生。 小吃摊老板们收起临时搭起的案

桌， 像听到解散号一样， 挑着空荡荡的担

子， 眨眼工夫离开了街面。 小镇重新恢复了

宁静。

1

2

学校的头等职责就是把学生管住， 确保不出事， 甚至每天晚上， 学校保安

都会陪同小镇派出所民警在小镇的大街小巷里巡逻。

6

月初， 中午一放学， 上万名学生从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涌出。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摄

坐落于毛坦厂中学校园内的金安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 主要面向社会招收复

读生，收费比较自由。 毛坦厂中学是其主要股东，两校师资共享。

小镇因高考而兴，是喜是悲？

■

本报记者 柯进

暴雨过后的毛 坦厂小 镇 ， 街道

的路面上虽然泥泞满地 ， 但丝毫不

影响小镇热闹与安静相互转换的固

有节奏 。

小镇的时钟， 从清晨的第一盏灯

亮起， 到深夜最后一间店铺关门打烊，

似乎自从有了毛坦厂中学这所 “超级

中学” 之日起， 就像是被定了时一样：

每天清晨

6

点， 小镇会热闹

15

分钟； 中

午

11

点

30

分至

12

点， 热闹半小时； 傍

晚

17

点

30

分至

17

点

50

分 ， 热闹

20

分

钟； 晚上

22

点

20

分至

23

点， 小镇持续

热闹

40

多分钟。 其他时间， 整个小镇

安静地睡去， 大街上少有人行走。

这正是毛坦厂中学学生一天的作

息时间， 也是全镇绝大多数居民的作

息时间。 走在这个神奇的小镇， 亲历

这所巨型学校上万名学生浩荡而来 、

倏忽而去的场面， 目睹了小镇万人空

巷的壮观， 以及陡然陷入的死一般的

宁静， 我们突然发觉， 这个小镇似乎

是因高考而生， 因高考而兴盛。

我们不知道， 是否该为小镇因高

考而繁华击节高歌。 但是， 当我被川

流不息的学生人群淹没时， 内心没有

喜悦， 更多的， 是一种悲凉， 一种对

高考重压之下被日益扭曲的众多年轻

生命的深深惋惜。 同时， 更对高考指

挥棒下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高中教育，

充满了忧虑。

采访中， 小镇的居民说 ， 毛坦厂

中学发展了， 壮大了， 小镇和老百姓

都跟着沾光。 老百姓的说法似乎有充

足的论据佐证。 这几年， 每年收入过

亿的毛坦厂中学在大手笔扩张校园的

同时， 在支持本镇基础建设方面也是

出手阔绰： 校门前的学府路是学校出

资修建的， 镇里主要街道的路灯是学

校安装的。 按镇里的规定， 路灯只能

亮到零点， 零点至凌晨

3

点的路灯电费

均由学校支付； 派出所警车在镇里巡

逻到深夜

1

点， 巡逻的夜班费也是由学

校开支； 全镇每年的垃圾处理费， 学

校和政府各支付一半。 不仅如此， 不

久前， 学校还投资

10

万元在学校后山

上兴建了一个垃圾处理厂……

让毛坦厂中学领导自豪的，除了是

他们应社会需求“将绝大部分二三流的

学生送进了本科院校”， 就是巨大的学

校规模所引来的四五千个陪读家庭，拉动

了小镇交通、餐饮、商品流通等方面的发

展，给小镇带来了真金白银。仅学校方圆

500

米范围内， 每年居民的房租收入就超

过

1000

万元。毛坦厂镇房租的价格，要比

相邻乡镇高出四五倍。“这不亚于一个政

府招商引资的大项目所能产生的效益”。

我们在小镇结束采访的那天午后 ，

坐上开往省城合肥的客车， 毛坦厂中学

有关负责人那句 “我们这个镇不但是金

安区唯一财政不亏钱的乡镇， 而且每年

还有富余”， 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 想到

那些为高考蜗居于此的学生， 想到那些

为子女升学省吃俭用的父母， 以及小镇

大小商铺里传出的喧闹声， 我百感交集。

但愿， 毛坦厂中学只是应试教育环

境下一个不再被复制的孤立个案。

编者按 近年来， 屡创“高考神话”、 动辄学生上万的大规模中学不断涌现， 这些学校不仅升学率不断走高， 甚至带动了一方经济的繁荣。

这巨型规模的背后， 是学生怎样的青春？ 学校面临着何种困境？ 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驱动？ 升学率光环下又有着怎样的阴影？ 本报推出上下两篇

聚焦“超级中学” 现象的深度报道， 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