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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魏书生从辽宁省政协常

委离任。如今的他仍是盘锦市魏书生

中学第一校长、浙江台州书生中学校

长。他依旧非常忙，日程排得满满的，

除了学校的工作，他几乎是有求必应，

常常以一天一个城市的节奏奔走各地

作报告。

“我们生活在最幸运的时代，也是

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魏书生常这样

说，“我们要对得起这个时代，心怀感

恩，多干点活。这多么年来，我从始至

终都是这么讲，也是这么做的。”

在魏书生身上，时间也慢慢留下

改变的痕迹，他依旧清瘦的脸颊上，两

鬓已悄然微斑。他开始使用手机，而

且居然会用微信，会使用网约车。

不过，除了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

魏书生似乎更像一个“守旧派”，他身

上有太多的“不变”。他常年不变的衣

着，他只吃白菜豆腐、喝白开水的饮

食，他写日记、练“注意力体操”的习

惯，他不疾不徐的言语风格。

听魏书生谈教育，也似乎总是“老

调重弹”，他的教育主张、他看待事物

的方式、他的报告内容，甚至是报告的

开篇与结尾，差不多都是几十年不变。

这就是魏书生，这诸多的“不变”

集中在他身上，似乎有了更深的含义，

格外耐人寻味。

巧合的是，今年也是魏书生正式

从教第 40 个年头。跨越 40 年的长度

去审视魏书生的“变”与“不变”，或许

更能清楚他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价

值，更能理解他所主张的民主科学教

育的独特意义。

一

1978 年 2 月，28 岁的魏书生终于

如愿以偿地正式做了教师。可能连他

自己都没料到，想当教师这件事，实现

起来居然是这样漫长和曲折。

实际上，早在1969年，魏书生就曾

有过一段短暂的从教经历。那时候，

作为从沈阳到盘锦插队的知青，19 岁

的他被派到新建农村的红旗小学教

书。尽管起初有些不情愿，但站上三

尺讲台，他很快“教书教上瘾了”。

就这样教了两年，魏书生居然成

了全地区教育战线的先进个人，于是

就被提拔到企业做政工宣传。

“大伙儿都觉得是一步登天的事，

但我真的高兴不起来。”魏书生说。他

一次一次地找领导央求，放他回学校

教书，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研究研

究”。为了“感动领导”，魏书生努力工

作，两年后成了全地区公交战线先进

个人。事与愿违的是，眼见这是个人

才，领导更不愿放人了，一度还专门下

文，要把他作为企业接班人来培养。

但让周围人不能理解的是，当教

师始终是魏书生的“执念”。此后六七

年时间，为了能回去教书，据说他先后

写了150多次申请。

其中突生波澜的是，1974年，24岁

的魏书生又成了被批判的反面典型。

别人都在批“孔老二”，他不服气，就跟

人辩论。结果“祸从口出”，上级专门成

立了调查组，从他的文稿、日记中找出

100多条“反动言论”，大会小会挨批斗。

直到“文革”结束，领导说，“看来

批你是批错了”，要安排他到轮胎厂当

厂长，魏书生仍“一根筋”地要求当教

师。“你都挨了批判，还这么执着？”领

导不理解。“您早点放了我，我也不至

于挨批斗。”魏书生笑言。

的确，在那个孔子被批为“臭老

九”的年代，放弃看似更好的前途，如

此执着地要当教师，这的确有悖常理。

“我就觉得，教育这个行当相对更

能够实现个人的主张，更能够施展个人

的思想。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站在

讲台上你的自由度更大一点。”40年以

后，回顾自己的初心，魏书生这样说道。

从魏书生的成长足迹中，或许更

能理解他这样的想法。少年时代，魏

书生就读于沈阳市 32 中，一所校风优

良、设施完备的优质校。那时候的魏

书生，喜读人物传记和哲学。他至今

印象深刻的是，15岁时，自己在学校图

书馆里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哲学

讲义》，从此对哲学着了迷。

这样的经历既奠定了魏书生的人

生底色，也赋予了他不同常人的思维

方式。在企业工作时，他就开始“著书

立说”。“1972 年，我曾写了一本《论改

造世界观》，15万字，油印的，自己刻蜡

板，自己印刷，然后切割装订成书。

1973 年又写了一本《论工作方法》，18

万字。”魏书生认真地说，“当然，后来

批斗我时，这些都成了罪状。”

看得出，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魏书

生总是喜欢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

题。“我始终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人

活一辈子，至少要活得清晰一点，明白

一点，有用一点。”魏书生说。

也因此，在他眼里，教育不仅是更

适合自己、让自己更快乐的职业，而且

是能够影响更多人的“名山事业”。用

他的话说，“我想让更多人活得既有价

值，又能快乐一点”。

直到 1978 年 2 月，魏书生才被安

排到当时的盘山县第三中学，重新站

上讲台，成了他期望的“一位普普通通

的老师”。

二

1981年8月，《中国教育学会通讯》

发表了魏书生的一篇文章《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

这是魏书生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

上发表文章。文章的由来是这样的，

当年的首次全国中语会年会，未能参

会的魏书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随后

被推荐发表。

这篇如今看来题目平平淡淡的文

章，当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

即被全国 20 余家报刊转载，一时在教

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如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已是常

识和共识。但在当时，教育界刚刚“拨

乱反正”，当许多教师还在为如何教好

课而努力，讲授式教学“一家独大”，魏

书生的做法独树一帜，为混沌初开的教

学改革带来一股令人惊喜的清流。

而这也仅仅是魏书生神奇教育人

生的一个注脚或序曲。从 1978年 2月

踏上讲台开始，魏书生就如鱼得水，他

的发展也像“开了挂”似的不可阻挡。

盘山三中是一所生源靠后的普通

中学，魏书生被安排做班主任，教两个

班语文，一个是全年级最好的班，一个

是全年级最差的班。

没多久，学校安排魏书生上公开

课，就在最差的班上。听说从企业来

了一个年轻人，全校教师都来听课。

课前，魏书生跟学生商量：“魏老师要

讲公开课了”“老师，在好班讲，别在我

们班讲”“为啥？”“我们什么都不会”

“不会才更要学”“学了也不会，学习是

我们的弱项”“是弱，不弱咱们到这儿

干嘛。千万别想向老师们展示咱们有

多强。我们是很弱，成绩差，起点低，

但我们绝不自暴自弃”。

在魏书生的“蛊惑”下，学生来劲

儿了。魏书生给他们做了分工：生字、

生词、文学常识、小说三要素……学生

分头负责，一一进行了预习。公开课

那天，学生们积极踊跃，课堂上热火朝

天。老师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全校

最差的班吗？

“我就是这么当老师的，从不抱怨

学生，而是俯下身与学生商量。”魏书

生说。初中毕业的他没接受过正规的

教育学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不受条条

框框的制约。他不会教学，就与学生

商量着来。他本人受益于自学，也教

学生学会自学。

就这样，刚教了半年书，领导要提

拔他做教导处副主任。生怕又不让自

己教书，魏书生连夜请辞。最后领导

妥协了，他一边做教导处副主任，一边

仍可教课、带班。魏书生这才答应。

从此，魏书生既要做全校学生的工

作，后来还要兼任校党支部委员、工会

副主任、文科教研等工作，又要教课、带

班，忙得团团转，恨不得有三头六臂。

怎样才能两不耽误呢？魏书生想

到，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1981 年发表的《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和随后在《人民教育》发表的《班

级管理要靠民主与科学》，较为完整、

系统地介绍了魏书生培养学生自学能

力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做法，可谓是了

解魏书生教育思想的奠基之作。

就这样，教了一年书，魏书生被评

为盘锦地区优秀班主任、语文优秀教

师。1981 年，他被评为辽宁省优秀班

主任。1982 年，他被评为省“劳动模

范”，盘山县向全县教育系统发出向魏

书生学习的号召。

1983年，魏书生受邀到北京参加全

国中语会年会，在大会上作报告。会议

一结束，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就邀请

他，在中央电教馆礼堂举行魏书生报告

会。那是他第一次面向全国作报告。

接下来，1984 年的全国中语会年

会，魏书生不仅再次受邀作报告，而且

大会的主题也被确定为“推广魏书生

同志大面积教学的经验”。同年，魏书

生被评为省特级教师，辽宁省委、省政

府发文，开展向魏书生学习的活动。

甚至连教育家吕叔湘都曾感叹：

“我很惭愧，没有及早认识魏书生同

志。我要是年轻一半，我一定要拜他

为师，向他学习。”

三

1988 年，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任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魏书生：“魏老

师，您既做学校校长兼书记，又当班主

任，教两个班语文课，一定有什么新鲜

办法吧”。

魏书生笑答：“我没有什么新办

法，我用的都是‘长胡子’的办法。”

什么是“长胡子”的办法？一曰民

主，二曰科学。这两个词既不时髦，也

很浅显，乍一听平常得让人失望。

但魏书生就像一个“武林高手”，

几十年来凭借这两个词，“大巧若拙”

地应对教育世界的万般变化。

在班级管理上，魏书生习惯于与

学生商量、对话、集体表决，建立互助

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做主人，发展学生

自然的人性，在“事事有人干，人人有

事干；事事有时做，时时有事做”中，让

学生体验自主发展的愉悦和幸福。

在语文教学中，魏书生从教学生

查字词、划分段落、归纳段意和中心思

想入手，教学生画语文知识树，让他们

学会归纳、分类、整理，进而帮学生制

订学习计划，把看似繁难的学习任务

分解到每一天、每节课、每一分钟……

这些做法被他化繁为简，系统地

归纳为“7 个一分钟”“12 个学习习惯”

“6步教学法”以及“课堂教学的10条要

求”，当了校长在全校推广，当了教育

局长就在全市推广。

魏书生有一种极强的“简化”能

力，面对任何一项工作，他似乎总能透

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关键因素，

把宏大的目标化为当下可做的细微小

事，化为持之以恒的习惯。

从1997年担任盘锦市教育局长开

始，魏书生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是亲自

撰写，每年都是不多不少的22条，照例

分为民主治教、科学管理、队伍建设 3

大块，内容平实，不唱高调。

“少说多干，养成习惯”，是魏书生

对自己工作方法论的简要概括。“习

惯”是魏书生教育思想体系里的一个

高频词。在他眼里，任何一项工作都

可以经过简化，分解为一系列习惯。

“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民族、

正常的单位，都应该用习惯去推动，这

就叫科学。”魏书生说，“科学，就是严

格地按照规律去办事。”

因为有了这些习惯，多年来魏书

生乐得轻松，就像一个“甩手掌柜”。

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有许多社会兼职，

经常要外出作报告，身不由己地参与

各种社会活动，但即便他外出十天半

月，单位照样有条不紊地运行。

在看似“懒政”的背后，是魏书生对

人性的深谙。他凡事商量，敢于放手。

“我总相信，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事物内

部，来自于人内心深处勤奋、积极、乐观

向上的能量。作为管理者，要激发每个

人光明的一面，帮他看明白、说明白、做

明白，变成习惯。永远就是这回事！”

说到底，魏书生的民主、科学恰恰

映衬出以往教育不民主、不科学的另

一面，他的教育实践也伴随着中国教

育逐渐走向民主、科学、规范的进程。

化繁为简，才能举重若轻。可以

看到，许多教育中的痼疾、顽症，诸如

招生、教师管理、教师待遇、学校建设，

在魏书生这里都不是难事，过程井然

有序，结果公平合理、大家心平气和。

也因此，盘锦成了全国教育均衡发

展的典型，这里多年坚持不办重点小学

初中、老百姓不交择校费、优质高中公

费招生名额 100%分配到区域内初中

校，坚持不办“窗口校”。这些做法成了

习惯，既让百姓受益，也促使学校静心

研究教育规律，追寻教育的民主、科学。

四

2010年2月，在离任盘锦市教育局

长前夕，应《人民教育》杂志记者任小

艾之约，魏书生撰文谈教育发展，文章

题目就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坚守常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

一个重要观点。

“做对的事，就把它守住，别折

腾。”魏书生说，“第一要紧的就是守住

常识，守住我们中国做对的事，守住每

个人的优点和长处。”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悖论，以“年轻的

教育改革家”的身份进入人们视野的魏

书生，没有奢谈突破或创新，反倒是显得

低调而谨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无论写文章、作报告，魏书生也从

不讳言：“我没有根本的创新，我的根与

本始终是领着学生学而时习、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学以致用。我教书也没

创新，始终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

于乐、教学相长。从老子、孔子、孟子一

直到陶行知，都是这么教书的。”

但实际上，这正是魏书生对教育改

革持有的一种冷静、清醒的态度。他并

非不懂创新，也并不反对改革，相反却

一直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教育教学改

革经验，多年来虚心地派校长教师外出

学洋思、学衡水、学烟台、学杜郎口……

同时，在魏书生看来，许多创新，

其实都只能算“微创新”。“首先要知道

前人做对的地方，把它守住、守住、再

守住，然后一点一点地往前拓展。”

也因此，魏书生一直主张要以平

常心看课改，不能把课改“神秘化”。

他始终认为：“所谓第八次课程改革，

不过是前七次课程改革的继续，是后

面若干次改革的一个小小连接。要把

课改当平常日子来过，而不是搞运动，

变着花样把人整蒙了。”

这些话有些人未必爱听，更有人

斥之曰“守旧”。别人姑妄言之，魏书

生姑妄听之，却从不辩解。“这不是小

儿科吗，我24岁就被当成反面典型，一

天挨三次批判，都没当回事。”

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在盘锦，魏

书生离任后虽然已经换了两任教育局

长，但都依然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许多做法仍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魏书生 1997 年任教育局长后，每

年在全市举行一次习惯培养现场会，

每年都定在10月16日举行，既是实践

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展示，也是一次

教育同行的相互交流、研讨和评价。

虽然魏书生已离任多年，这一活动依

然延续下来，至今已举办22届，每年还

是雷打不动地在10月16日举行。

就在 2014 年，盘锦市成立了魏书

生实验中学，作为专门践行、实验魏书

生教育思想的试验田，如今这里已成为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实践基地、全国中

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的实践基地。

让魏书生欣慰的是，虽然坚持高

中招生“指标到校”、不办“窗口校”、不

办重点小学初中，但盘锦市的高考质

量 10 多年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今年

更是夺得全省文理科第一名的佳绩。

就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

中，盘锦市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这一项的评分中名列第一。

就像这样，教育的成效常常需要

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去考量。而

把事物置于更长的时间之流中去认

识，把个人安放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去

比照，也是魏书生一贯的方法论，也正

如他的一句名言——“处天外遥看，地

球极小；居体内细察，心域极宽”。

“教育没有多少新鲜事，就是踏踏

实实地过日子。”魏书生说，“就算再过

一万年，当了银河系系主任，不还得过

日子、做事情，尽到他的责任吗？”

显然，只有在这样历史、辩证的视

角下去看待教育、认识自身，才能够找

到当下的位置，守住一颗平常心，发现

那些不变的、恒常的规律。

回首40年的教育生涯，魏书生说：

“我永远都是不追时髦，不跟喧嚣，也

不跟风。就是把工作、学习、、助人、尽

责当成享受，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享受

做事过程的踏实、愉悦、幸福和尊严。”

魏书生魏书生：：
改革最重要的是守住常识改革最重要的是守住常识

□本报记者 白宏太

置身于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背景下，去审视魏书生身上的
“变”与“不变”，或许更能清楚他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价值，更
能理解他所主张的民主科学教育独有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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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魏书生仍奔走各地作报告

退休后的魏书生仍奔走各地作报告 魏书生为教师签名
魏书生为教师签名

魏书生最爱喝的魏书生最爱喝的““饮料饮料””永远是白开水永远是白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