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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张书书旗旗

卖卖了了北北京京和和郑郑州州的的两两套套房房子子，，花花两两
千千多多万万元元““收收购购””河河南南省省一一所所濒濒临临倒倒闭闭的的
乡乡村村学学校校，，做做一一次次教教育育实实验验————这这是是三三
十十出出头头的的张张绪绪坤坤干干的的一一件件在在别别人人看看来来
““发发疯疯””的的事事情情。。

商商业业上上的的成成功功，，并并没没有有消消磨磨掉掉张张绪绪
坤坤的的一一个个夙夙愿愿，，师师范范院院校校毕毕业业的的他他有有一一
个个““乡乡村村教教育育梦梦””：：公公民民素素质质差差距距的的背背后后
其其实实是是教教育育的的差差距距，，今今天天乡乡村村教教育育的的发发
展展，，某某种种意意义义上上决决定定着着未未来来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的的
公公平平与与和和谐谐，，该该如如何何让让更更多多乡乡村村孩孩子子享享
受受到到优优质质的的教教育育资资源源呢呢？？

回回首首两两年年经经历历，，张张绪绪坤坤只只说说出出一一个个
字字：：““难难””。。

眼神

时时间间退退回回到到两两年年前前，，一一次次偶偶然然的的机机
会会，，张张绪绪坤坤来来到到河河南南省省武武陟陟县县西西陶陶镇镇，，途途
经经一一所所名名叫叫大大河河学学校校的的乡乡村村学学校校，，““办办学学
情情结结””由由此此开开始始。。

这这是是张张绪绪坤坤第第一一次次深深入入了了解解现现在在的的
乡乡村村学学校校。。他他找找到到这这所所学学校校当当时时的的校校长长
聊聊天天，，校校长长告告诉诉他他，，““我我们们没没有有体体育育课课，，没没
有有美美术术课课，，也也没没有有音音乐乐课课，，因因为为这这些些科科目目
小小学学升升学学考考试试都都不不考考。。””

张张绪绪坤坤听听后后很很惊惊诧诧，，当当他他看看到到身身边边
的的孩孩子子————身身体体瘦瘦弱弱，，看看到到陌陌生生人人就就本本
能能地地躲躲在在人人群群后后面面。。““我我相相信信我我们们都都会会明明
白白哪哪里里出出了了问问题题。。””

返返程程路路上上，，他他又又想想起起自自己己在在北北京京的的
孩孩子子，，想想起起那那些些在在大大城城市市上上学学的的孩孩子子，，巨巨
大大的的反反差差，，让让张张绪绪坤坤决决定定做做些些什什么么。。

回回到到家家后后，，张张绪绪坤坤把把妻妻子子叫叫到到身身边边，，
对对她她说说自自己己想想把把这这所所看看起起来来““死死气气沉沉沉沉””
的的乡乡村村学学校校收收购购过过来来，，做做一一次次他他心心中中理理
想想教教育育的的““实实验验””。。妻妻子子不不敢敢相相信信，，““你你没没
事事吧吧？？你你是是认认真真的的吗吗？？””张张绪绪坤坤说说，，““我我可可
能能这这辈辈子子都都忘忘不不了了那那些些孩孩子子看看到到陌陌生生人人
的的眼眼神神，，夹夹杂杂着着害害怕怕与与对对世世界界的的好好奇奇。。哪哪
怕怕就就只只是是为为了了那那些些‘‘眼眼神神’’，，我我也也要要做做。。””

妻妻子子最最终终被被他他说说服服，，““如如果果要要做做，，就就
要要做做到到最最好好，，要要对对那那些些孩孩子子负负责责。。””妻妻子子
的的支支持持，，让让张张绪绪坤坤没没有有了了后后顾顾之之忧忧。。

但但是是，，这个“实验”有点贵——— 投入
两千多万，还不包括学校之前所欠的几
百万债务。

为为了了尽尽可可能能多多地地实实现现自自己己的的教教学学理理
念念，，张张绪绪坤坤需需要要筹筹集集更更多多资资金金，，甚甚至至还还卖卖

了了在在北北京京和和郑郑州州的的两两套套房房子子。。
有一段时间，朋友都叫他“疯子”。

作作为为张张绪绪坤坤的的好好友友，，当当时时身身为为郑郑州州
市市心心理理咨咨询询师师协协会会会会长长的的李李佩佩一一开开始始也也
““几几乎乎被被惊惊掉掉了了下下巴巴””。。

但但是是，，有有一一天天，，他他们们坐坐在在一一起起聊聊起起农农
村村的的教教育育现现状状，，李李佩佩忽忽然然发发现现自自己己和和张张
绪绪坤坤的的很很多多想想法法都都不不谋谋而而合合。。““我我们们都都是是
从从农农村村出出来来的的，，看看到到今今天天很很多多农农村村学学校校
的的情情况况确确实实很很惊惊讶讶。。很很多多农农村村孩孩子子不不得得
不不跟跟着着打打工工的的父父母母进进城城，，也也有有的的是是跟跟爷爷
爷爷奶奶奶奶成成了了‘‘留留守守儿儿童童’’，，优优质质教教育育资资源源都都
在在往往城城市市集集中中，，他他们们似似乎乎没没有有更更好好的的选选
择择。。””

让让农农村村的的孩孩子子也也能能享享受受到到优优质质教教
育育，，““这这是是我我们们的的初初心心。。””被被张张绪绪坤坤请请来来给给
这这所所学学校校当当校校长长的的李李佩佩说说。。

““我我的的梦梦想想是是把把这这所所学学校校，，办办得得和和北北
京京上上海海那那些些大大城城市市的的学学校校一一样样，，有有一一群群
有有理理想想的的老老师师，，希希望望通通过过他他们们的的努努力力，，让让
农农村村的的孩孩子子，，让让那那些些因因父父母母外外出出打打工工而而
留留守守农农村村的的儿儿童童，，可可以以和和大大城城市市的的孩孩子子
们们享享受受到到一一样样好好的的教教育育。。””这这是是张张绪绪坤坤心心
中中的的执执念念。。

四叶草

““四四叶叶草草实实验验学学校校””，，这这是是张张绪绪坤坤为为
学学校校取取的的名名字字。。

““很很多多时时候候，，家家长长都都会会望望子子成成龙龙、、望望
女女成成凤凤，，没没有有人人希希望望自自己己的的孩孩子子是是一一棵棵
草草。。””张张绪绪坤坤解解释释说说，，““在在西西方方的的传传说说中中，，
四四叶叶草草也也被被称称为为幸幸运运草草，，而而我我们们认认为为，，每每
一一个个孩孩子子的的成成长长，，也也应应该该有有四四片片‘‘叶叶子子’’。。””

张张绪绪坤坤提提出出了了““四四叶叶草草教教育育理理论论””，，在在
他他看看来来，，四四片片““叶叶子子””，，第第一一片片代代表表孩孩子子必必
须须要要学学会会生生活活；；第第二二片片，，代代表表必必须须要要学学会会
运运动动；；第第三三片片，，要要学学会会娱娱乐乐；；第第四四片片则则是是学学
会会学学习习。。这这也也象象征征了了四四种种习习惯惯————生生活活习习
惯惯、、运运动动习习惯惯、、娱娱乐乐习习惯惯、、学学习习习习惯惯。。

他他们们对对学学生生定定期期的的考考核核，，有有别别于于其其
他他学学校校按按照照分分数数或或者者优优良良中中差差的的方方
式式————生生活活、、运运动动、、娱娱乐乐、、学学习习四四种种习习惯惯，，
分分别别对对应应制制作作成成印印有有大大象象、、狮狮子子、、猴猴子子、、
蜜蜜蜂蜂这这四四种种动动物物形形象象的的卡卡片片，，按按照照孩孩子子
在在不不同同方方面面取取得得的的荣荣誉誉，，给给孩孩子子们们颁颁发发
不不同同的的卡卡作作为为奖奖励励，，集集齐齐四四种种卡卡片片的的学学
生生，，可可以以换换取取去去图图书书馆馆读读书书的的时时长长，，或或者者
换换取取其其他他奖奖励励，，从从而而激激发发孩孩子子们们养养成成这这
些些不不同同习习惯惯的的积积极极性性。。

““这这四四片片‘‘叶叶子子’’每每一一片片都都很很重重要要、、缺缺
一一不不可可，，就就像像我我们们的的四四肢肢，，有有谁谁能能说说是是手手
重重要要还还是是脚脚重重要要呢呢？？””44 种种习习惯惯都都要要培培
养养，，张张绪绪坤坤很很坚坚定定，，““如如果果一一个个孩孩子子成成绩绩
特特别别好好，，但但他他不不懂懂生生活活，，不不会会照照顾顾自自己己，，
或或者者成成绩绩很很好好，，但但是是身身体体很很差差，，又又或或者者成成
绩绩很很好好，，但但是是不不懂懂礼礼貌貌，，培培养养出出这这样样的的孩孩
子子，，到到底底是是教教育育的的成成功功还还是是失失败败呢呢？？””

尽管创办还未满两年，学校已经由
当初的濒临倒闭，到如今约有 1500 名在
校师生。去去年年秋秋季季开开学学，，在在校校学学生生人人数数比比
上上学学期期增增加加 662266 人人，，一一举举成成为为周周边边规规模模
最最大大的的学学校校，，并并被评为河南省民办教育
先进学校。

看看起起来来，，张张绪绪坤坤的的想想法法正正在在一一步步步步
变变为为现现实实：：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的校校园园，，多多媒媒体体云云教教
室室，，图图书书馆馆，，标标准准尺尺寸寸的的塑塑胶胶跑跑道道、、足足球球
场场…………单单从从硬硬件件设设施施来来看看，，几几乎乎可可以以媲媲
美美大大城城市市的的学学校校。。

在在““学学什什么么””的的问问题题上上，，张张绪绪坤坤也也增增
加加了了很很多多非非考考试试内内容容————每每天天下下午午的的最最
后后一一节节课课是是兴兴趣趣课课，，学学生生可可以以根根据据兴兴趣趣
选选择择科科目目，，足足球球、、篮篮球球、、舞舞蹈蹈、、独独轮轮车车、、机机
器器人人操操控控等等，，可可以以说说应应有有尽尽有有。。此此外外，，学学
校校还还会会定定期期举举办办合合唱唱比比赛赛、、美美术术比比赛赛、、手手
工工制制作作大大赛赛、、独独轮轮车车比比赛赛等等活活动动。。

““我我们们本本来来是是打打算算让让孩孩子子去去武武陟陟县县
城城上上学学的的，，毕毕竟竟县县城城还还是是比比农农村村的的环环境境
好好，，但但是是真真没没有有想想到到这这里里的的条条件件这这么么
好好。。””一一位位家家长长至至今今想想来来，，依依然然庆庆幸幸当当时时
的的选选择择，，““学学校校今今年年还还新新装装了了净净水水设设备备，，
建建立立了了图图书书馆馆、、舞舞蹈蹈教教室室，，还还有有国国内内一一流流
的的云云教教室室。。””

““努努力力让让农农村村的的孩孩子子通通过过教教育育，，明明白白
生生活活的的美美不不止止柴柴米米油油盐盐。。让让孩孩子子们们更更加加自自
信信，，更更加加热热爱爱生生活活，，热热爱爱生生命命。。””张张绪绪坤坤说说。。

““在在农农村村也也能能享享受受城城市市学学校校的的待待
遇遇””，，被被认认为为““疯疯了了””的的张张绪绪坤坤，，心心中中憋憋了了
一一口口气气：：““想想把把这这个个学学校校办办成成一一个个实实验验性性
的的学学校校，，想想证证明明给给大大城城市市看看，，我我们们农农村村也也
能能搞搞((好好教教育育))。。””

养马

当当张张绪绪坤坤满满怀怀憧憧憬憬带带着着他他的的““四四种种
习习惯惯””，，准准备备在在这这片片教教育育““贫贫瘠瘠””的的土土地地大大
干干一一场场时时，，没没想想到到却却被被现现实实的的阻阻力力狠狠狠狠
地地““打打了了一一棒棒””。。这这些些阻阻力力，，比比他他所所能能预预料料
到到的的还还要要大大。。

在在传传统统教教育育观观念念里里，，学学习习、、考考试试永永远远

都都是是最最重重要要的的，，尤尤其其是是在在农农村村，，孩孩子子文文化化
课课的的学学习习成成绩绩，，往往往往肩肩负负着着改改变变整整个个家家
庭庭命命运运的的生生存存意意义义。。

所所以以，，当当学学校校按按照照国国家家规规定定开开设设足足
够够量量的的体体育育、、美美术术、、音音乐乐等等兴兴趣趣课课程程时时，，
甚甚至至会会有有家家长长投投诉诉，，认认为为学学校校应应该该把把所所
有有的的精精力力都都放放在在孩孩子子的的学学习习上上。。

““推推行行教教育育理理念念时时，，最最大大的的阻阻力力和和困困
难难，，其其实实是是来来源源于于家家长长的的不不理理解解。。””张张绪绪
坤坤清清楚楚地地意意识识到到，，““为为什什么么要要做做这这个个事事
情情？？””““做做这这个个和和考考试试有有什什么么关关系系？？””反反对对
的的声声音音如如出出一一辙辙。。

比比如如，，他他们们给给小小学学三三年年级级以以上上的的年年
级级开开设设了了独独轮轮车车课课程程，，有有很很多多家家长长不不理理
解解，，““认认为为第第一一耽耽误误了了学学习习，，第第二二，，独独轮轮车车
难难骑骑有有安安全全隐隐患患，，第第三三，，独独轮轮车车都都是是杂杂技技
团团的的人人骑骑的的，，孩孩子子骑骑着着多多可可笑笑。。””

但但是是，，张张绪绪坤坤了了解解到到，，医医学学界界已已经经把把
骑骑独独轮轮车车定定义义为为益益智智运运动动，，““现现在在很很多多孩孩
子子，，尤尤其其是是剖剖腹腹产产的的孩孩子子，，出出生生之之后后的的运运
动动平平衡衡能能力力并并不不是是特特别别好好，，骑骑独独轮轮车车可可
以以有有效效地地促促进进孩孩子子小小脑脑的的发发展展。。””并并且且，，
现现在在的的孩孩子子特特别别喜喜欢欢玩玩手手机机看看电电脑脑，，很很
容容易易驼驼背背近近视视，，而而骑骑独独轮轮车车必必须须要要挺挺直直
背背，，否否则则就就会会摔摔倒倒。。

独独轮轮车车课课程程开开展展两两到到三三个个月月后后，，他他
们们发发现现，，孩孩子子近近视视和和驼驼背背的的状状况况都都得得到到
一一些些缓缓解解。。

““所所以以即即使使这这个个课课程程有有很很多多家家长长不不
满满意意、、不不理理解解、、不不支支持持，，我我们们就就应应该该妥妥协协
和和放放弃弃吗吗？？””张张绪绪坤坤始始终终坚坚信信，，教教育育并并不不
需需要要迎迎合合家家长长的的口口味味，，并并不不是是把把孩孩子子带带
到到家家长长想想要要到到的的地地方方，，而而是是应应该该把把孩孩子子
们们带带去去他他们们应应该该到到的的地地方方。。

今今年年 55 月月份份，，在在张张绪绪坤坤的的坚坚持持下下，，学学
校校费费了了很很大大周周折折，，从从内内蒙蒙古古引引进进了了几几匹匹
马马，，想想让让孩孩子子们们开开开开眼眼界界，，也也想想在在课课余余时时
间间培培养养孩孩子子的的爱爱心心。。

马马到到学学校校的的第第一一天天，，李李佩佩就就收收到到家家
长长们们的的联联名名投投诉诉：：““学学校校为为什什么么要要做做这这样样
的的事事情情？？””““马马这这么么臭臭，，孩孩子子能能受受得得了了吗吗？？””
““养养马马能能帮帮助助孩孩子子考考一一百百分分吗吗？？””甚甚至至学学
校校负负责责养养马马的的师师傅傅也也在在问问，，““这这马马能能够够帮帮
助助孩孩子子将将来来考考上上大大学学吗吗？？””

但但是是，，孩孩子子们们对对新新鲜鲜事事物物的的好好奇奇，，让让
张张绪绪坤坤和和李李佩佩的的坚坚持持有有了了意意义义。。

现现在在，，每每到到下下课课都都会会有有三三五五成成群群的的
孩孩子子围围在在马马厩厩旁旁喂喂食食，，学学校校还还组组织织了了给给
马马起起名名的的活活动动。。

李李佩佩回回忆忆，，在在揭揭牌牌授授名名的的时时候候，，几几位位
学学生生代代表表亲亲手手把把““名名牌牌””挂挂在在马马厩厩上上，，这这
种种仪仪式式感感让让孩孩子子亲亲身身体体会会到到一一个个小小生生物物
可可能能带带给给他他们们的的改改变变。。事事后后他他们们主主动动向向
学学校校申申请请，，给给他他们们每每个个人人都都排排上上““值值班班””
任任务务，，在在课课余余时时间间轮轮流流照照看看这这些些马马。。

““养养马马让让很很多多独独生生子子女女从从中中学学会会了了
关关爱爱他他人人。。我我们们每每做做一一点点小小小小的的尝尝试试，，有有
时时候候给给孩孩子子们们带带来来的的，，可可能能是是我我们们意意想想
不不到到的的一一些些改改变变。。””李李佩佩感感慨慨道道。。

类类似似的的情情况况还还有有，，为为了了提提高高孩孩子子的的
注注意意力力，，引引入入了了借借助助弓弓箭箭练练习习的的国国际际通通
用用方方法法，，也也同同样样引引来来反反对对的的声声音音。。

是是应应该该听听家家长长的的，，还还是是应应该该坚坚持持““四四
叶叶草草””的的初初心心？？这这是是让让张张绪绪坤坤反反复复纠纠结结的的
问问题题。。““在在学学校校我我经经常常鼓鼓励励我我们们的的老老师师，，
告告诉诉他他们们一一定定要要克克服服困困难难，，不不要要放放弃弃。。其其
实实每每一一次次鼓鼓励励他他人人都都是是为为了了暗暗示示自自己己，，
别别放放弃弃，，是是困困难难让让我我们们的的坚坚持持更更有有价价
值值。。””

冲突

““要要让让农农村村老老师师们们首首先先能能认认同同并并且且践践
行行‘‘四四个个习习惯惯’’，，才才能能真真正正把把这这场场教教育育‘‘实实验验’’
做做好好。。””当当张张绪绪坤坤在在农农村村推推行行这这套套颇颇具具城城
市市作作风风的的教教育育模模式式时时，，根根深深蒂蒂固固的的理理念念差差
异异开开始始凸凸显显，，不不止止家家长长，，如如何何说说服服老老师师和和
他他们们结结成成““统统一一战战线线””，，去去做做一一些些跟跟教教学学不不
太太相相关关的的内内容容，，成成了了必必须须解解决决的的问问题题。。

世世界界公公认认白白开开水水是是最最好好的的饮饮料料，，可可
以以促促进进新新陈陈代代谢谢、、排排除除体体内内毒毒素素等等，，但但因因
为为口口感感平平淡淡，，很很多多儿儿童童并并没没有有主主动动饮饮水水
习习惯惯，，““尤尤其其是是留留守守儿儿童童，，如如果果没没有有监监督督
引引导导，，很很难难养养成成规规律律的的饮饮水水习习惯惯。。””因因此此，，
张张绪绪坤坤希希望望孩孩子子们们养养成成好好的的喝喝水水习习惯惯。。

他他们们要要求求老老师师们们监监督督，，但但很很多多老老师师
都都觉觉得得难难以以理理解解，，““他他渴渴了了自自己己就就会会去去
喝喝，，难难道道会会渴渴死死吗吗？？””““这这个个跟跟我我们们教教学学有有
什什么么关关系系吗吗？？””““这这样样做做能能提提高高学学生生成成绩绩
吗吗？？””

为为了了能能让让老老师师理理解解，，张张绪绪坤坤又又投投入入
十十几几万万元元在在学学校校每每个个楼楼道道口口都都装装上上净净化化
水水装装置置，，用用实实际际行行动动感感化化老老师师，，促促老老师师重重
视视起起孩孩子子的的喝喝水水问问题题。。

现现在在，，每每个个孩孩子子课课桌桌前前都都有有自自己己的的
专专属属水水壶壶，，不不用用老老师师催催促促，，只只要要一一下下课课，，
他他们们就就拎拎着着自自己己的的水水壶壶在在净净化化水水机机器器前前
排排起起队队打打水水喝喝。。

张张绪绪坤坤认认为为世世界界上上最最美美的的画画面面，，是是
笑笑脸脸。。因因此此和和几几位位管管理理者者商商议议，，倡倡导导““微微
笑笑校校园园””，，鼓鼓励励老老师师们们在在学学校校教教育育教教学学过过
程程中中要要微微笑笑面面对对学学生生，，甚甚至至允允许许老老师师请请
情情绪绪假假，，老老师师心心情情糟糟糕糕时时可可以以申申请请休休假假
调调整整。。就就连连老老师师们们的的胸胸卡卡大大头头像像也也要要求求
用用笑笑脸脸。。

但但是是最最初初的的时时候候，，当当张张绪绪坤坤在在校校园园
里里遇遇到到几几个个老老师师，，他他给给老老师师微微笑笑的的时时候候，，
那那些些老老师师都都不不搭搭理理他他，，反反而而在在背背后后议议论论
这这样样的的行行为为““很很搞搞笑笑””。。

““有有一一些些根根深深蒂蒂固固的的理理念念差差异异，，都都需需
要要我我们们花花很很大大力力气气去去跟跟老老师师讲讲，，去去监监督督
考考核核他他们们。。””张张绪绪坤坤说说。。

随随着着一一年年的的推推广广，，情情况况在在潜潜移移默默化化
地地发发生生着着改改变变，，师师生生间间都都在在互互相相感感染染，，见见
面面互互相相致致以以微微笑笑，，已已经经成成为为了了一一种种习习惯惯，，
整整个个校校园园也也更更加加祥祥和和。。

他他们们还还发发现现一一个个现现象象：：农农村村当当地地有有
些些老老师师特特别别喜喜欢欢打打学学生生。。李李佩佩坚坚决决反反对对
这这种种做做法法，，““作作为为一一个个老老师师，，一一旦旦你你动动手手
打打了了孩孩子子，，很很可可能能给给他他种种下下了了一一颗颗暴暴力力
的的种种子子，，很很可可能能会会造造成成影影响响他他一一生生的的不不
良良后后果果。。””

刚刚接接手手学学校校大大概概不不到到 33个个月月时时，，学学校校
里里有有一一个个老老师师打打了了学学生生，，正正当当学学校校准准备备按按
照照规规定定辞辞退退她她时时，，竟竟然然发发现现有有好好多多老老师师联联
名名抗抗议议这这个个决决定定，，““打打学学生生也也是是为为了了孩孩子子
们们好好，，你你不不能能因因为为这这个个事事情情把把老老师师开开除除
掉掉，，如如果果你你要要让让她她走走，，那那我我们们都都走走。。””

面面对对老老师师们们激激烈烈的的反反应应，，学学校校管管理理
层层陷陷入入了了两两难难：：一一方方面面，，如如果果坚坚持持辞辞退退这这
个个老老师师，，可可能能接接下下来来要要面面临临好好多多老老师师的的
流流失失，，但但是是另另一一方方面面，，这这些些老老师师触触犯犯了了不不
能能打打学学生生的的底底线线。。

后后来来，，身身在在北北京京的的张张绪绪坤坤听听说说了了这这
件件事事情情，，很很愤愤怒怒地地说说，，““当当我我们们对对打打学学生生
这这种种触触犯犯底底线线的的事事情情去去退退让让去去妥妥协协的的时时
候候，，那那这这个个学学校校就就可可以以解解散散了了，，我我们们没没有有
存存在在的的必必要要了了。。””

学学校校管管理理层层商商量量后后，，还还是是顶顶住住压压力力
坚坚持持辞辞退退了了那那个个老老师师。。

虽虽然然紧紧接接着着有有几几位位老老师师因因此此而而离离
职职，，但但自自那那以以后后，，学学校校再再也也没没有有发发生生过过打打
学学生生的的事事件件，，再再也也没没有有任任何何一一个个老老师师认认
为为打打学学生生是是正正常常的的。。

像像这这种种因因理理念念差差异异造造成成的的冲冲突突，，不不
断断挑挑动动着着学学校校管管理理层层的的神神经经，，李李佩佩经经常常
感感慨慨，，““最最好好的的教教育育是是‘‘无无言言教教育育’’，，只只有有从从
老老师师的的言言行行上上看看出出的的教教育育理理念念，，才才是是真真
的的教教育育理理念念，，而而不不是是那那些些印印在在墙墙上上的的标标
语语！！””

在在张张绪绪坤坤看看来来，，目目前前国国内内教教育育的的现现
状状是是，，学学校校联联合合老老师师一一起起说说教教学学生生。。““很很
多多教教育育上上的的理理念念，，老老师师们们并并没没有有发发自自内内
心心的的接接纳纳。。老老师师要要求求学学生生要要多多读读书书，，其其实实
现现在在老老师师很很少少有有人人主主动动读读书书；；老老师师要要求求

学学生生一一定定要要多多运运动动，，其其实实现现在在很很多多老老
师师也也并并不不运运动动，，甚甚至至他他们们的的‘‘亚亚健健康康’’都都
很很严严重重；；老老师师要要求求学学生生一一定定要要团团结结同同
学学，，但但他他们们自自己己也也并并不不能能关关心心同同
事事…………””

如如何何尽尽快快提提升升农农村村老老师师素素质质，，一一
直直是是张张绪绪坤坤心心中中的的一一块块大大石石头头，，““教教育育
是是一一场场修修行行，，教教的的是是学学生生，，修修的的是是老老
师师。。””

今今年年““五五一一””期期间间，，张张绪绪坤坤带带着着四四
叶叶草草实实验验学学校校的的 1155 名名骨骨干干教教师师，，跑跑到到
内内蒙蒙古古库库布布齐齐沙沙漠漠，，开开展展了了““寻寻找找人人类类
灵灵魂魂工工程程师师的的灵灵魂魂””徒徒步步沙沙漠漠活活动动。。

他他设设置置了了““如如何何做做好好一一名名乡乡村村教教
师师””的的议议题题讨讨论论。。三三天天时时间间里里，，教教师师们们
白白天天徒徒步步沙沙漠漠，，夜夜晚晚就就围围坐坐在在帐帐篷篷前前，，
他他们们从从自自我我剖剖析析，，到到自自我我怀怀疑疑，，再再到到自自
我我肯肯定定，，每每个个人人都都敞敞开开心心扉扉进进行行反反思思，，
从从内内心心深深处处对对自自己己乡乡村村教教师师的的身身份份有有
了了更更深深的的认认同同感感。。

张张绪绪坤坤还还想想了了很很多多办办法法。。
为为了了让让老老师师们们爱爱上上读读书书，，学学校校成成

立立““小小草草知知识识圆圆梦梦基基金金””，，老老师师可可以以将将
自自己己最最想想看看的的书书，，写写到到纸纸条条上上，，学学校校会会
根根据据情情况况每每周周给给老老师师们们圆圆梦梦。。每每次次学学
校校例例会会，，还还增增设设 33 分分钟钟读读书书时时间间。。

为为了了让让老老师师们们爱爱上上运运动动，，学学校校给给
老老师师提提供供健健康康奖奖励励，，通通过过跳跳绳绳、、踢踢毽毽
子子、、呼呼啦啦圈圈，，俯俯卧卧撑撑、、蹲蹲起起，，这这六六项项活活
动动，，每每个个月月让让老老师师自自主主选选择择测测试试，，通通过过
测测试试就就按按照照级级别别发发工工资资奖奖励励。。

此此外外，，张张绪绪坤坤还还主主持持编编纂纂了了《《四四叶叶
草草人人哲哲学学》》，，并并且且马马上上就就能能出出版版发发行行。。
““所所做做的的每每一一种种尝尝试试，，都都是是希希望望从从老老师师
自自身身层层面面去去反反思思，，寻寻找找教教育育的的终终极极解解
决决方方法法。。””

坚持

6666 岁岁的的温温德德新新是是四四叶叶草草实实验验学学
校校的的副副校校长长，，已已经经在在教教育育一一线线工工作作了了
4422 年年。。尽尽管管对对张张绪绪坤坤当当时时““雪雪中中送送炭炭””
接接手手学学校校的的义义举举怀怀有有一一丝丝感感激激，，但但对对
他他的的教教育育理理念念一一开开始始也也是是强强烈烈抵抵触触。。

““不不是是怀怀疑疑，，应应该该是是认认为为不不可可能能，，
就就觉觉得得这这种种模模式式在在我我们们农农村村肯肯定定不不
行行，，肯肯定定行行不不通通。。””温温德德新新坦坦言言，，““农农村村
这这个个地地方方，，就就是是对对你你教教学学成成绩绩非非常常重重
视视，，总总是是看看分分数数。。””

当当地地一一些些学学校校甚甚至至在在招招生生时时明明确确
跟跟家家长长说说，，““你你要要是是想想玩玩耍耍你你就就去去四四叶叶
草草学学校校，，你你要要想想学学习习就就来来我我们们学学校校。。””

最最终终，，张张绪绪坤坤和和温温德德新新各各让让一一步步，，
主主要要抓抓好好文文化化课课的的同同时时，，着着重重培培养养学学
生生的的““四四个个习习惯惯””。。

““我我原原来来确确实实没没有有这这方方面面的的经经验验，，
我我每每天天都都在在考考虑虑怎怎样样来来理理解解他他((张张绪绪
坤坤))的的四四个个理理念念，，怎怎样样来来培培养养学学生生的的四四
个个习习惯惯，，真真的的是是每每天天都都在在考考虑虑这这个个问问
题题。。””抱抱着着试试一一试试的的态态度度，，温温德德新新开开始始
要要求求老老师师慢慢慢慢将将““四四种种习习惯惯””渗渗透透到到教教
学学中中去去。。

都都说说万万事事开开头头难难，，谁谁都都不不知知道道，，这这
样样的的尝尝试试会会带带来来什什么么。。但但是是，，““改改变变””的的
确确开开始始一一点点点点地地出出现现————学学生生们们开开始始
知知道道心心疼疼父父母母，，做做事事开开始始为为他他人人着着想想，，
主主动动承承担担家家务务活活，，懂懂得得自自己己整整理理房房
间间…………真真切切感感受受到到孩孩子子的的点点滴滴改改变变，，
一一些些家家长长甚甚至至都都感感动动得得哭哭了了。。

不不久久前前，，还还有有家家长长在在家家长长会会上上向向
温温德德新新称称赞赞““这这个个模模式式是是正正确确的的””，，““我我
们们把把孩孩子子送送到到你你们们学学校校，，孩孩子子不不仅仅知知
道道学学习习，，还还养养成成了了很很好好的的习习惯惯，，这这对对小小
孩孩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发发展展非非常常重重要要。。真真的的很很感感
谢谢你你们们。。””

打打破破对对农农村村教教育育的的““固固有有印印象象””，，
这这些些一一点点一一滴滴地地改改变变，，彻彻底底颠颠覆覆了了温温
德德新新的的看看法法，，““这这条条路路，，我我想想我我们们走走对对
了了。。””

张张绪绪坤坤则则希希望望，，33 年年以以后后，，这这些些农农
村村的的孩孩子子，，可可以以和和郑郑州州、、北北京京这这些些城城市市
的的孩孩子子一一样样优优秀秀。。““我我们们学学校校的的孩孩子子，，
也也玩玩机机器器人人，，也也玩玩航航母母模模型型，，学学校校也也有有
小小博博物物馆馆。。虽虽然然我我们们实实践践的的时时间间不不长长，，
但但是是有有些些效效果果大大家家看看到到了了，，像像孩孩子子们们
现现在在已已经经不不打打架架了了，，老老师师也也不不打打学学生生
了了，，课课堂堂氛氛围围变变得得更更好好。。””

对对于于未未来来，，张张绪绪坤坤并并不不着着急急，，““我我
们们在在做做的的很很多多尝尝试试，，有有些些还还需需要要时时间间
来来展展现现效效果果，，我我们们想想一一步步步步地地去去摸摸索索
符符合合农农村村孩孩子子的的教教学学方方式式。。””他他笑笑言言，，
清清朝朝末末年年有有个个叫叫武武训训的的乞乞丐丐，，通通过过 2200
年年的的乞乞讨讨办办了了几几所所学学校校，，他他也也想想像像武武
训训那那样样，，““哪哪怕怕最最后后真真的的变变成成乞乞丐丐。。””

有有一一次次张张绪绪坤坤开开玩玩笑笑说说，，假假如如他他
死死了了，，想想在在墓墓碑碑上上刻刻上上这这么么一一段段话话：：
““这这个个人人试试图图以以一一己己之之力力去去助助推推一一个个
大大国国教教育育的的发发展展，，他他干干了了，，没没有有回回头头。。””

“这辈子都忘不了那
些孩子看到陌生人的眼
神，夹杂着害怕与对世界
的好奇。哪怕就只是为了
那些‘眼神’，我也要做。”

分别代表生活习惯、
运动习惯、娱乐习惯和学
习习惯。这四片“叶子”每
一片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就像我们的四肢，有谁能
说是手重要还是脚重要呢

因理念差异造成的冲
突，不断挑动着学校管理
层的神经，校长经常感慨，
“最好的教育是‘无言教
育’，只有从老师的言行上
看出的教育理念，才是真
的教育理念，而不是那些
印在墙上的标语！”

对于未来，张绪坤
并不着急，他笑言，清朝
末年有个叫武训的乞
丐，通过 20 年的乞讨办
了几所学校，他也想像
武训那样，“哪怕最后真
的变成乞丐。”

“马这么臭，孩子能受
得了吗？”“养马能帮助孩
子考一百分吗？”甚至学校
负责养马的师傅也在问，
“这马能够帮助孩子将来
考上大学吗？”

一座乡村弱校的现代化实验
公民素质差距的背后其实是教育的差距，今天乡村教育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

的公平与和谐。商人张绪坤“买”下一座原本“死气沉沉”、濒临倒闭的乡村弱校，企图通过“实验”来改变
它的气质———

●如果一个孩子成绩特别好，但他不懂生活，不会照顾自己，或者成绩很好，但是身体很差，又或
者成绩很好，但是不懂礼貌，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到底是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呢？

●很多教育上的理念，老师们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接纳
●教育并不需要迎合家长的口味，并不是把孩子带到家长想要到的地方，而是应该把孩子们带去

他们应该到的地方

四四叶叶草草实实验验学学校校师师生生徒徒步步沙沙漠漠。。 照照片片由由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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