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福绵，1939 年生于辽

海。彼时，国已破，家已亡，

随母流落转徙冀鲁。1956年

入北京师范大学。1962年到

新疆喀什二中任教。十年浩

劫期间，在农场劳动。1977

年 重 回 讲 台 ，并 在 高 校 兼

课。1987 年，被评为特级教

师。数十年以读书为人生之

道，熟读三千年文史哲，广涉

西方文化艺术。退休后开文

化 讲 座 ，诚 挚 帮 助 青 年 同

行。年逾八旬，尚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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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学《行动纲要》前言第五条

明确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和教育原则：

“我们深信只有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

才是真正的面向全体。个别化是我们

坚持的教育原则。”为此，青岛中学确

定的核心价值观是“把每一个学生放

在心上”。

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关注群体而

较少关注个体，较多关注每一类学生，

较少关注每一个学生。比如，我们习

惯于称学生为“大家”或者“你们”，这

隐喻着学生永远是“大家”中的某一

人，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其实，从

来就没有“大家”这个人，只有一个个

独立的个体。而且每一个个体都有自

己的独特性，都有自己的主体性价

值。当我们将学生视为群体中的一

员，个体就被抽象为集体的一分子，个

体就消失在集体之中。

我 们 强 调 面 向 全 体 ，这 并 没 有

错。“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一直

是我们的教育追求，但是，只有我们真

正面向每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才是

真正做到了面向全体。

在青岛中学，为了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成长，我们从课程到教学，从教

育到管理，将“个别化”进行到底。

在 课 程 上 ，我 们 注 重 课 程 的 选

择 性 ，选 择 性 是 个 别 化 的 重 要 体

现。目前我们已开设分层、分类、综

合、特需课程 177 种，通过课程类别

的丰富性与可选择性，满足不同潜

质学生的多样化成长需求，帮助学

生发现自己、唤醒自己，并最终成为

最好的自己。

在教学上，我们为每一位学生的

学习而设计，实行走班选课的教学组

织形式，一人一课表，并最大限度地实

行课内分层，以技术助力个别化学习，

并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个

别化援助。在教学中力求下要保底、

上不封顶，实行弹性教学，努力实现因

材施教。

我们为每一位学生成立学生成长

责任中心，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每个

学生的成长责任中心分别由导师、学

科教师、教育顾问、咨询师、教育干

事、生活教师、学长等组成，各负其

责，全员育人，为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服务。

在管理上，从六年级开始，实行全

面走班的组织形式。传统学校的最小

管理单位是班级，青岛中学的最小管

理单位是每一个学生。能用个别化解

决的，不用统一的方法处理。即便是

家长会，也尽可能开成一对一的家校

沟通形式。

当学校教育从观照群体，进而转

向观照每一个个体，是基于这样的逻

辑：首先，每一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教育的起点；其次，教育教学的方

式应该充分观照和尊重学生的不同成

长节奏和差异，并将差异作为有价值

的教育资源；最后，教育的目的就是促

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涵养他

们的主体性和个性，将学生培养成不

一样的个体。

是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

生命存在，有着自己的主体性价值。

教育的过程就是帮助每一个学生成为

他自己。个体虽然渺小，却弥足珍

贵。青岛中学 11 年级学生李嫣然在

2019年的一篇文章《渺小的“个”》中这

样写道：

“对于世界而言，我们又何尝不是

一个‘个’，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些

‘个’中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个体

组成群体，但大部分时候，个体的存在

价值被忽视了，生死也被淡化了。只

有当我们能够从群体中分离个体，并

一一对其进行弥足珍贵的感怀时，内

心才能真正感受到每个个体的意义和

生命的意义，才能真正感受到，其实，

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当 然 ，我 们 主 张 个 别 化 的 教 育

原则，并不是摒弃社会性和共同体，

不是摒弃集体教育的功能，也不是

摒弃关系的价值和意义。人总是生

活 在 集 体 之 中 ，存 在 于 关 系 之 中 。

社会性和个性的协调发展正是教育

的完整目的。因此，我们主张的个

别化，是在统一中注重多元性，在共

同体中培养主体性，在社会性中涵

养个性。面向个体正是为了更好地

面向全体，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的发展。

（作者系青岛中学执行校长）

将“个别化”进行到底

汪正贵论学校转型⑥

□ 汪正贵

教育是真正意义的“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它是与人类共生共存

共发展的永恒存在，是对人类庄严的

“终极关怀”。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就是

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这无疑是一

个宏大的命题，因此教育的最高旨归

是“立人”。我们的先哲把人提到神圣

的高度。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

人亦大。”孔子说：“绘事后素。”教育就

是先帮学生打好“人生的底色”（素），

继之以“绘事”，终于成就色彩斑斓的

人生长卷。教育就是庄子本真意义上

的“逍遥游”，从来到这“人间世”，经历

一生的飞跃而成为“至圣之人”。荀子

的自然本色为“本始材朴”，经由教育

方升华为“文理隆盛”。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学会生存”，这

当然不仅包括生存的技能、本领，还应

包括为生存而必须具备的“精神态”。

20 世纪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勃兴，也是

哲人们预感到人的生存危机——工业

化、科技发展使人不成其为“本真意

义”的人。为此，海德格尔用荷尔德林

的语言表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显豁的人

类生存之道：充满劳绩，诗意栖居。

从教 60 余年，我时时未忘“立人”

二字，它时时唤起“我”的庄严感、责任

感，对每一个教育细节都不敢轻之忽

之，战战兢兢，如履如临，朝乾夕惕。

我信守它60年。

社会上千行百业，与人最密切者是

医生、教师。医生管身体，教师尤其语

文教师要塑造灵魂。这就使我格外记

得孟子的话：“术不可不慎。”对人的灵

魂的每一点触伤，都是一辈子的戕害。

110多年前，鲁迅先生热切呼唤“精神界

之战士”的出世，以“致吾人于善美刚

健”“援吾人出于荒寒”，60年来这声音

一直响在我耳畔。我够格吗？不敢说；

但我可以说：我从未懈怠！

师生关系
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我几乎从不谈一个“爱”字于教

育，我认为师生关系是一种庄重的社

会契约关系。我是代表国家来从教

的，责任、使命高于“爱”。

这种“契约”要求我对学生只能是

平等、尊重、理解，承认并保护学生的

人格的尊严、思想的自由。

60年间，我信守“契约”，没有对学生

说一句不敬之言。偶尔说错了，要郑重道

歉。当然，学生也同样回敬我以尊重。

年前，垂垂老矣的早年学生来看

望我，他们竟然如小学生一般伫立，齐

声道：“老师，我们依旧爱您！”

我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不论成绩

优劣，缺点多少，都是我敬重的学生。

因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人，他们将

来都要在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天

地，我只有“玉成”他们的天职，而绝不

能有丝毫伤害。因为，我最爱的格言

是：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

的生存权、自由权和争取幸福的权利。

学生说：“我不是您最好的学生，但

您却是我最好的老师。”我回答：“在我

的词典里，从来没有‘坏学生’三个字。”

就塑造灵魂和品格而言
中学教师影响更大

我上初中，语文老师曲柏新给我

讲鲁迅的《野草》，我不懂，但背下来

了，至今回味，终身受益。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又读了老

舍、巴金、赵树理、柳青……那时正是

所谓“中苏蜜月”期，我们沉醉在《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青年近卫

军》等作品中，而高尔基的“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他

的许多短篇，更影响了我的一生。

高中时我有幸遇见学问人品俱佳

的老师，在他们影响下，我狂热地爱上

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

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易卜生……这，

给我一生的精神奠定了基础。

到大学后，我幸遇一批大师、名

家。2002 年北师大百年校庆时，我接

受中央电视台专访。他们问大学老师

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回答：“崇

高的风范，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

但，平心而论，就塑造灵魂和品格而

言，中学阶段的老师影响更大。中学6

年，学生正处于“精神易感”阶段，老师“与

童冠而俱迈”，给学生定下人生的基调。

由此，我的认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学教师是学生的灵魂塑

造师，责任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唯经典能打动人。我们往往

对中学生认知经典的能力估计不足。

我此生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优秀的古典

诗文、鲁迅的作品对学生影响最大。我

反对语文要“浅浅教”“简约化”的主张。

第三，人类全部文明的精华都可

以纳入语文的视域。语文的外延必须

扩展。课本诚如叶圣陶所言“一些例

子而已”，并非语文的全部。语文的本

色：厚朴至真之学。

我给学生讲过新疆的历史考古，

组织讨论三峡工程之可行性，欣赏贝

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几十年过去了，

学生至今不忘。

语文，是诗性、哲思和审美之聚合。

我讲《赤壁赋》的哲学渊源，儒道之杂糅，

讲《长恨歌》是“旷世之恋与帝国悲歌”，

讲白居易“古原草”诠释生命之大勇、大

美，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

语文外延的扩大，为语文教学的

探索开拓了无比宽阔的天地。

语文教师当以学识、品格
建构强大的“精神场”

语文教师应当以自己的学识、品

格去建构强大的“精神场”，与学生心

灵相感应，这是“远程教育”“线上教

育”所不可能具备的。

《论语·侍坐》章是一篇不朽的课

堂实录。你分明感到孔子强大的“精

神场”始终牵引着课堂，高屋建瓴，片

言居要，精妙地阐发了他的存在哲学

理念，尽显大教育家的风采。

建国方略、文治武功，自是重要，

而邦交礼仪、折冲樽俎亦不可或缺。

最后“吾与点”三个字启示学生，人生

除了功业之外，还应进入审美的崇高

精神境界。通篇寥寥数语，全是“精神

场”在起主导作用。

当年我讲《为了忘却的记念》，我

能背诵，但仍手执课本，以免炫耀之

嫌，让学生专心进入教材。整整 40 分

钟，我通读全文，下课铃响，全场寂

然。学生依旧兀坐不动，满脸泪痕。

多年之后，一位已成教授的学生回忆

那堂课，只说：“谢谢老师，我体会到一

个老师的精神力量！”

30多年前定居奥地利的学生在微

信里说：“老师，每当中秋，明月之夜，

是你让我们走进月光的世界。”记得我

当时讲《春江花月夜》，课的前半部分，

讲月光之清辉，激发人高旷的宇宙情

怀，追问宇宙之初、人类之始。后半部

分，写明月关注人间万事、悲欢离合，

把大爱普施人间。人月圆融，是宇宙、

人生的绝美之境。讲时，我已忘我，

“吾丧予”，但精神却始终在运转。

有精神场笼罩的课堂，学生如坐

春风，如沐春雨，师生精神毫无芥蒂、

隔阂，学生得以释放他们的灵觉。

向学生推荐《浮士德》，我结合自

己大半生慢慢求索之路，阐发“浮士德

精神”“追求人生最高限值”。我说，如

果我能跳跃两米，但客观环境只准我

跳 1.5 米，那么，跳 1.49 米，我也不罢

休。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生发微信

说：“我懂老师的话，追寻人生最高限

值。我辗转许多大学，最后选定芝加

哥大学，这所学校、这个专业是世界顶

尖级的。”另一位在美国杜克大学获人

工智能博士的学生说：与徐老师相识，

听他讲课，我懂得了人生该怎样度过。

语文教学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活动。课堂程序设计是必要的，但不

是首要的。斤斤于此，是舍本逐末，

“可怜无补费精神”。

蒙娜丽莎，是从神到人，尽显人性

之美。而莫高窟45号，被誉为“东方的

维纳斯”的菩萨，是从“人境”走向“禅

境”，显尽安宁祥和的心灵之美。语文

教学可以走向“禅境”，这样说是否太

“放肆”？退一步说，语文教学必须追

求“境界”，这总可以吧。“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此感觉可谓

进入“圣境”了。

“最忆定军山下路，乱飘红叶满戎

衣”，在困境中仍不失审美发现与审美

感受，这是我的语文教学永恒的期待。

可惜语文教学是永恒遗憾的艺术，

永不会“止于至善”，那就终身以学吧。

几十年前，有学生说：“有时遇到困

难，就想，徐老师经历半生苦难，你能走

过，我们面对这点困难又算什么？”

此次我重病住院，许多学生的说

法惊人一致：凭老师坚韧的性格、健朗

的心态，一定能战胜疾病。

这恐怕不是单一的课堂技巧、课堂

知识所能获取的吧？学生为我庆祝从

教50周年，一位远道赶来的学生说，您

在教室黑板上方的 8 个字题词——正

直、诚实、坚韧、勤奋，几十年间我一直

铭记。是的，世间存在一种非单纯课堂

教学可能获得的大力量——精神辐射，

召引人走向澄明之境。

我们强调面向全体，这并没

有错。“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

展”一直是我们的教育追求，但

是，只有我们真正面向每一个个

体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做到了

面向全体。

徐福绵：信守“立人”60年

1962年9月30日傍晚，一列绿皮火

车疲惫地停靠在新疆乌鲁木齐盐湖站，

粗重的喘息声回荡在天际。这辆火车

上载着50多位北京师范大学的“进疆

大军”，个子矮小的徐福绵就在其中。

终于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了！

每个青年人的心中都鼓动起剧烈的

节奏。徐福绵的心情有兴奋，也有沉

重：他是有问题需要改造的人，尽管

他热忱地想献身新疆的教育事业，但

在别人眼中，他不配，所以他更多的

时候只能报以沉默。

到了乌鲁木齐后，徐福绵婉拒了

同行的负责人张惠芳让他留在乌鲁木

齐的建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

大卡车，向南走了1500公里，翻越雄伟

壮丽的天山，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的边缘，来到了终点站——喀什。

徐福绵老师回忆说，一下车，双

脚就被黄土埋了。那里常有沙尘暴，

漫天的土色，满目的黄色，有时甚至

是红色的，遮天蔽日。在同学刘玉珀

的帮助下，本来可能分到和田甚至塔

什库尔干的徐福绵就留在了喀什二

中。从此，他与这所学校、与新疆的

教育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冯登先是一位有眼光、有境界的好

校长，他很快发现徐福绵是个教书的好

料。徐福绵也很快忘记了在北京所遭受

的不公平和冤枉，在狭小的教室里，在三

尺讲台上，他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

1964 年，社教运动开始，凡是被

划为“反坏右”分子的一律遣返农

村。副校长说：“徐福绵必须放到农

村去！”冯校长沉着脸，一字一句地

说：“我们更要看党的需要。你们要

能找到一个比他教书好的，我就让他

到农村去。”在冯校长的保护下，徐福

绵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

时任新疆教育厅厅长张帆问：

“冯登先，你是怎么打造这么好的学

校的？”冯登先答：“靠人才！我要了

18 个北师大的，北大的一个，还有华

东师大的，复旦的……”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5月，还没等

来高考，却等来了抄家。徐福绵没有

办法留住那些他爱的文学书，苦苦哀

求，希望那些人至少能把马列著作留

给他。但一本也没有留下。不仅没有

了书，连睡觉的被子也没有了，学生高

正仁心疼老师，偷偷送来一个已经没

有毛的光板的羊皮袄，这个羊皮袄陪

着徐福绵在荒寒的戈壁待了10年。

徐福绵被流放到农场劳动，农场

名叫“帕其叶”，维吾尔语就是“鹰都

不落的地方”，那是一片盐碱滩，生活

极其艰辛。满腹诗书的徐福绵每天

放羊、种地，徐福绵说：“我们在南疆

率先推广旱播水稻，种400亩，年年亩

产在400多斤呢！”繁重的体力劳动摧

毁了他的健康，他的家也破了，但他

的理想还坚守在瘦小的躯壳里。

1978年，徐福绵摘掉了右派的帽

子，重登讲台。1987 年，徐福绵被授

予特级教师称号。1991 年，荣登《中

学语文教学参考》封面人物。

1994 年，徐福绵提前退休，应石

化中学校长黄乃洋的邀请，来到石化

中学，一干又是10年。

2002年，徐福绵参加北师大百年

校庆，并在特级教师论坛上发言。

2004年，接受乌鲁木齐一中陈福

海校长的邀请，来到一中、八中担任

顾问，又干了4年。

到2014年，徐福绵仍没有停下教

育的脚步，出入于中学，为教师解惑，

教学生做人，即使到了耄耋之年，热

情亦丝毫不减。他的背影里，我们看

到的永远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场，那就

是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对新疆

这片热土的无限眷恋，对教育事业孜

孜不倦的追求。他的精神深深地感

染着每一个教育人。

（作者单位系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

昆仑山下的教魂
□ 董明实

□ 徐福绵口述 董明实整理

徐福绵的人生历尽坎坷。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随母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青年时代，只身远走边疆；20世纪60年代，又经历各种运动，磨难无数，但他一直没有放

弃心中的理想，数十年以读书为人生之道。当最终回到自己热爱的讲台时，他大放异彩。即使耄耋之年，依旧为教师解惑，教学生做人。在徐福绵看来，师生关系是一种

庄严的社会契约关系——对学生只能是平等、尊重、理解。就塑造学生灵魂和品格来讲，中学阶段的教师影响最大……从教一生，他时时未忘“立人”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