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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张明月：
我来圣陶学校不是学知识

的，那可能有人问“你是来干吗
的？ ”我是来学智慧的。 知识写
在书本中， 但是运用知识的智
慧却在书本外。 圣陶学校讲课
从来都没有用过教材。 无教材、
无教师、 无作业， 都是不随便
“无”的，都是有道理的。 “无教
师”，是因为认真听讲的学生偶
尔能取得好成绩， 但认真自学
的学生永远都能取得好成绩 。
“无作业”是因为记在本子上的
是负担，记在脑子里的是财富。
我只要财富，不要负担。 我深深
为圣陶感到骄傲。

隰胡旭利：
当今教师大部分只做了

“解惑 、授业 ”，而没有 “传道 ”，
而“传道”恰恰是最重要的。 为
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 没有培
养出一个大师？ 我想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没有“传道”。 不是教
师不传道， 而是当今教师没几
个能传道的。 我认为王天民校
长应算一个， 因为他掌握了教
育的 “道 ”，他是教育界的一位
伟人。 一个掌握了“道”的学生，
其实已成功了一半。 我们所学
的知识、 所做的题， 其实都是
“术 ”。 以 “道 ”御 “术 ”，考上哈
佛、北大不是很容易的嘛！

隰杨梦格：
在我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

时，感谢上天导航，指引我来到
这片圣地。 在这里，我结识了一
位老人。 他给了我一张地图，让
我寻找宝藏。 如今，我找到了。
这宝藏就是自学。 寻宝之路总
是崎岖不平，其中有阳光灿烂、
风和日丽，也会有乌云密布、冰
天雪地， 有春风得意、 一帆风
顺 ，也有厄运来袭 、屡遭挫折 ，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心里装
着梦想，我必须为梦想而奋斗。

隰尹怡菲：
我原本没有梦想， 过一天

算一天，但看到校长爷爷 76 岁
还在追梦———寻找教育的桃花
源 ，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探讨 。
校长爷爷说：“一个人可以一辈
子不登山， 但他心中一定要有
座山，那就是梦想。 ”现在，我也
有了自己的梦想。

隰景园园：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却依

然在执着地追求着， 为了找到
教育的桃花源， 在几十年执着
之下， 他让学习的乏味变成了
趣味， 让做题成了我们的娱乐
游戏。 他常说：“一个人若是没
有了梦想 ，那他就如同 ‘死 ’了
没有区别。 ”

校长爷爷不论春夏秋冬 、
严寒酷暑 ， 总是起早贪黑 、不
知疲倦地在为我们的一生做
“铺垫 ”。 他待我们如亲生子
孙 ，他用那苍老而充满活力的
声音来激励 、启迪我们 。 这样
的高龄 ，他没有选择在家颐养
天年 ，而是尽力为教育 、为社
会奉献……许多同学迷失方
向时 ，是校长爷爷用话语点燃
了他们心中炽热的火焰。

隰卫彩雨：
校长爷爷经常鼓励我们

说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 ，那
美都是隐藏在观察或创造它们
的那个人的灵魂里。 你们要去
创造 ，去拼搏 ，去学习 ，你们就
是天才！ 你们就是英雄。 ”

校长爷爷经常在黑板上书
写知识， 一次， 为了能写在顶
端， 校长爷爷站在小凳子上板
书， 而那种小凳子差不多仅能
站得下一个 10 岁孩子的双脚。
那一刻，看着校长爷爷的后背，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
一个 76 岁的老人不在家享天
伦之乐，也不外出游玩，每天都
在为梦想奋斗。是校长爷爷“活
到老， 学到老” 的精神打动了
我，我彻底被校长爷爷感化了。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圣陶学子的精神图谱

圣陶学校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故事的源头就在校长王天民这里。王天

民既充满传奇，又善于发现故事。 然而，比发
现故事更重要的是传播故事。 许多圣陶学生
的故事，经天生极具表达力的王天民发现后
会迅速在校园里广为传播，这已成为圣陶学
校独特的“故事课程”、“故事文化”。

尽管圣陶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有
1000 多人，但在王天民眼中，每一个孩子
都是天才，每一个孩子都是奇迹。 每每说
到圣陶学校的“小天才们”，王天民总是如
数家珍，常常能准确清晰地讲述发生在某
个学生身上的奇迹故事。

所以，了解圣陶要先从了解圣陶“小天
才们”的故事开始。

郭向艳是王天民提到次数最多的名
字，堪称王天民的"掌上明珠"。 从抑郁症患
儿到“圣陶学霸”，郭向艳可谓圣陶学校人
人皆知的"名人"，在圣陶学校许多学生心
中她属于"女神"级别的。

袁姗， 王天民眼中的一个 “小天才”。
作为高中预备班的学生， 她所在的班级是
真正的无师。 教师只有受到学生邀请才能
进班的建议，就是他们班提出的。

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圣陶学校就读
的袁姗，王天民对她再熟悉不过了。 “袁姗属
于特别聪慧的那种，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学
习并不勤奋！”王天民并不把这看成是袁姗的
缺点，在王天民眼里，这是特点而非缺点。

与袁姗交流， 你会发现她属于特有主
见的那种学生。

“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
“钻研难题，独立攻克一道难题很开心。

还有，给别人讲题特有成就感！ ”
“遇到攻克不了难题怎么办？ ”
“我从不盲目问老师，先自己研究一下，

我相信难题一定能解出来！ ”
王天民介绍说， 袁姗总是投入很少的

时间却能学会别人花费更长时间才能学会
的知识，她特别善于提问题，平时总会提出
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 让老师束手无策。
“袁姗是能成大才的学生，我相信她能行”。

而袁姗坦言， 她最佩服王天民校长，
“好像没有校长不懂的知识”。 校长和学生
之间的这种相互欣赏，让人更感动。

圣陶学校的“六（三）现象”也是王天民
逢人就讲的一个故事 。 在圣陶学校没有
“全面超常”之前，分为普通班和超常班，普

通班是按照正常的教材进度学习的， 超常
班是根据学生的情况选择不同程度的超常
学习内容。 是否选择超常往往由包班教师
提议，最终由学生和家长决定。

那个时候，六（三）班是一个普通班，一
直按照教材的进度按部就班地学习。 直到
有一天， 学生魏玉龙和连梦局觉得现有的
知识已经满足不了的他们需求，于是，两个
人在教师不知情的情况下， 利用业余时间
主动找校长王天民学习七年级的知识，“有
需求找校长是圣陶学校的常态”。 日复一日，
两个人悄悄进行的“地下学习”渐渐呈星火
燎原之势，从两个人到 8 个人，进而发展到
全班学生都逐步进行超常学习。 这个事情是
他们秘密进行了一个月后才被教师发现的，
就这样在教师的支持下，两个人跟着王天民
3 个月时间自学完了初中的相关知识。

升入七年级的时候，两个人总共待了不
到 10 天，就主动申请跳级到八年级，一个学
期后，两个人再次申请进入代表初中部最高
水平的“高中预备班”。 一年连跳两级，两个
人一下子成了轰动全校的“新闻人物”。

有故事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教师。
张志标可能是圣陶学校“最奇葩”的教

师了。在他身上至少体现“三个最”，一是最
不像教师的教师，二是最不会教的教师，三
是最牛的教师。这丝毫没有夸张，看一看他
简单的经历就会让你惊讶。

52岁的张志标高中毕业，来圣陶学校之
前他打过零工，搞过建筑，跑过运输，所有的
经历都与教育距离很远。 40多岁才开始改行
做教师， 进入圣陶学校负责过后勤管理和政
教工作， 后来在王天民的鼓动下， 开始带五
（三）班，这个在其他人看来最不起眼的班，在
他的带领下竟然一路领先。在同事眼中，最不
会教的张志标却能迅速与学生打成一片，并
且在同年级综合评比中保持第一名。

“遇到不会教的知识怎么办？ ”
在张志标的视野里，学生、其他教师和

校长都是他可以随时利用的资源。 记者采
访期间，有一天放学，张志标没有回家，而
是径直来到校长办公室， 求教一道数学题
的多种解法。 他与校长在纸上边画边说，
一阵探讨，竟然忘记了办公室里的客人。这
就是张志标的工作常态。

圣陶学校故事多。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
耐人寻味的“教育之道”，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读懂它。

发现圣陶·非常师生

□本报记者 王占伟

圣陶学校故事多
□本报记者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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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校长，就是潘自强。 ”这是圣
陶学校的一句流行语。 这里的潘自强不是
教师，而是经过两次跳级跳到了高中预备
班的一名学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全校
所有师生不会的数学题，都可以找潘自强
解决。

在圣陶，这样的天才学生是有一批的：
王喆 11 岁， 论年龄本该在小学五年级，但
他已经自学完初中数理化内容，现在正在
高中预备班自学高中知识；郭向艳，小学时
有抑郁症，先后转了 4 所学校，现在不仅活
泼开朗，而且“心静如水，智慧如泉”，考试
次次第一……

“你最喜欢干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
圣陶学校的许多学生都会说 “喜欢学习”
“喜欢钻研难题”。

在圣陶，学习是学生的一种信仰，因为
他们“在玩学习”。 请看几个真实的故事。

厕所乐学

小学有篇课文讲的是童第周晚上在路
灯下刻苦学习的故事，令王豆豆老师没有
想到的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的学生
身上。 试想，没有任务，没有要求，学生何
以深夜乐学？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的一个下午，校长
王天民来到七年级超常班说了一句话：“成
套的九年级数学练习发给大家了，让爷爷
看看咱们班谁先把这本练习学完。 ”

奇迹的一幕发生了，学生李晶茹向记
者讲述了厕所学习的细节：为了取得好成
绩，我班的女生不停地学习，下自习后，我
们回到寝室继续学习，都拿着书，没有一个
人偷懒， 可是不一会熄灯铃就响了起来。
寝室规定熄灯后不可以说话，不能打搅别
人睡觉，当时我们也都没有台灯。 怎么办？
有人提议去厕所学习，于是我们跑到厕所，
借着里面的声控灯继续学习。

当时，厕所里学生进进出出，许多人看
我们的眼光有些奇怪，我们清楚她们心里
想什么，但更清楚的是，不管做什么事，都
要坚持到底。

你有不会的 ，我给你讲讲 ，我有不会
的，你给我讲讲，就这样，我们不知在厕所
待了多长时间，直到初中部的一个老师来
上厕所。 她看见我们在厕所学习，什么也
没说，默默离开了厕所。 不一会，我们的班
主任王豆豆老师来了。

看到这一切，豆豆老师很感动，她怜爱
地说：“孩子们，这么晚了，赶紧回寝室睡
吧。”就这样，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寝室。

次日，老师对我们说：“你们的努力，让
我很高兴，但你们的健康更重要，你们只有
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学习、成长。 ”

有人事后问李晶茹，在厕所里能学得
进去吗？ 她的回答是：“能！ 因为钻研的快
乐，让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

用打火机学习 3 小时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八年级 3 个女生：
韩丹娅、张明月、孟佳楠。

当时的背景是，班里要评选最佳学习
小组。 评比的内容是自己平时不会的题和
平时个人积累的优美语句。

这三个成绩并不突出的女生是一个小
组，组长是张明月。为争当最佳学习小组，3

人商定，等其他同学晚上睡了，她们再起床
学习，这样既不打扰别人睡觉，又能保密。

当熄灯铃响的时候，宿舍里的同学都收
拾东西睡觉了。 韩丹娅躺下了， 但难以入
睡，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困意袭来，
韩丹娅的睡意渐渐浓了……

“娅娅，起来学习。 ”听到孟佳楠的声
音， 韩丹娅一下子坐了起来。 她们在张明
月的床上放一张桌子，可是因为床、桌子太
小，只能容纳两个人，韩丹娅“去自己的床
上学了”。

“宿舍再没有别的灯了 ，我就借用打
火机的灯光。 因为那个‘灯’得一直摁着，
所以我只能一只手写……思考时就灭一
会。 ”韩丹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讲述这
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故事时 ， 两度在讲台
上哽咽。

“写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哈欠连
天，但看到她俩努力的模样，我顿时有了力
量：我不能掉队，不能拖团队的后腿，我要
为团队争光。 ”韩丹娅说，“感到瞌睡时，就
在自己的眼皮上掐一下， 这样痛就代替了
睡意。 用这个方法， 我们到凌晨 3 点才睡
觉，因为第二天还要上课。 ”

这件事给韩丹娅的最大感受是： 不管
后来是哪个小组获得了第一， 都要为自己
感到骄傲，因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
拼搏，为了荣誉而奋斗，不会感觉苦，因为
“肯吃苦，汗水是最美的财富”。

“我最想与大家共勉的是：在无法坚持

时，再坚持一下，梦想就实现了。 让我们每
个人把自己的人生抒写到极致。 ” 韩丹娅
最后说。

从厌学到“迷学”

前不久， 六年级班主任王瑞娥接到了
一个从漯河转来的学生———郝顺祥。 一见
面， 他就哭着闹着不想进班。 王瑞娥通过
家长了解到：郝顺祥学习程度特别差，厌学
厌到了退学的地步。 家长看到圣陶学校的
报道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找王天民。

王瑞娥建议孩子和家长在她的班里体
验两天，如果感觉好的话，就留下来，如果
感觉不好，就回家。

进班后， 王瑞娥安排几个学生给郝顺
祥讲述圣陶学校的故事 ， 以及班级的学
习情况。 一天下来，郝顺祥就被同学投入
学习的氛围感染了。 第二天，王瑞娥给郝
顺祥出数学题时 ， 才发现他连乘法口诀
都不熟悉。 当时，王瑞娥就与他谈心：“不
怕基础差，只要你想学，老师和同学都可
以帮助你。 ”

短短两天 ，郝顺祥就发现 ，这所学校
的确不同， 他对老师和家长说 ，“下周我
一定来！ ”

根据郝顺祥的知识基础， 王瑞娥采取
单科独进的方式，从分数的加减乘除、通分
约分开始，引导帮助他学习。

“郝顺祥的字写得非常差 ，一开始我

写题让他做，不对的地方当场反馈 ，不断
鼓励他，为他加油。 然后 ，我就教他自己
做题 ，他做一张 ，我改一次 ，并不断加分
鼓励他。 ”王瑞娥说，“就这样，一周学完
了分数的加减乘除之后 ， 郝顺祥有些喜
欢学习了。 ”

第一周回到家， 郝顺祥就把自己的学
习成果展示给姐姐，得到了全家人的夸奖。
郝顺祥返校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班主
任王瑞娥，兴奋地告诉她：“爸爸、妈妈、姐
姐夸我进步了！ ”看着孩子开心的样子，王
瑞娥笑了。

第二周， 王瑞娥开始让郝顺祥学习方
程， 主要练习乘除运算。 他每天都自觉地
做题，并让老师批改。

两周后， 郝顺祥的学习态度大变。 一
次课间休息时，同学都走出教室，郝顺祥一
个人在教室做题。 王瑞娥发现后， 开玩笑
地问他：“你以前那么讨厌学习， 现在怎么
迷上学习了？ ”

郝顺祥说：“以前老师讲， 我根本学不
会，课下也没人帮助我，老师和同学都嫌我
笨。 慢慢地，我怕别人笑话，就不敢问了。
可咱们学校不一样， 老师和同学都乐于帮
助我，没人嫌弃我。 现在我能学会了，所以
我很想学。 ”

从抑郁症患者到“圣陶学霸”

郭向艳， 圣陶高中部学生 ，“心静如
水 ，智慧如泉 ”，学习成绩是多年来的第
一名。 前不久，她和当地最有名的英语教
师同做高考英语试卷 ，英语教师 131 分 ，
郭向艳 133 分。 她不仅仅英语成绩突出，
各科学习都优秀。

有人说她聪明 ，有人说她勤奋 ，但又
有谁知道 5 年前的郭向艳是一个抑郁症
患者。

郭向艳的家乡地处偏远山区 ， 小学
低年级时，一个班只有她一个人。 在这样
的情况下， 她慢慢养成不喜欢与他人交
谈的性格，见人就躲，并且渐渐地对上学
失去了信心。

郭向艳辍学了，父母以为她患了病，四
处寻医治病。洛阳的医生说她患了抑郁症，
但吃医生开的药， 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无
奈之下，父母还向“神婆”求治，但没有丝毫
改善。

孩子总得上学吧！ 父母先后给郭向艳
换了 4 所学校，有公立的，也有民办的，但
都不适应，郭向艳就是融入不到班级去，全
家人异常苦恼。

六年级时，父母听人说圣陶学校好，就
把郭向艳送了过来。 谁也没想到， 郭向艳
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到圣陶学校之后，王天民校长竟然说
我很有灵性，这让我大吃一惊，并且把我当
成重点学生， 一有难题就交给我。 我与胡
欧阳、赵瑞环等一起研究。 ”郭向艳说，“于
是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并且整天一心想
着学习。 老师夸我具有心静如水的品质。
就这样，我在班里学习靠前，在学校里也逐
渐被人所知。 ”

接着，校长、老师鼓励郭向艳学会与他
人交往， 学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从事学
校文体活动，到别的班级讲题，这些活动让
郭向艳彻底改变， 让她的生命步入了一个
全新的精彩世界。

学生说

在圣陶，学生随时随地学习是一种常态

来圣陶学校不是学知识的，而是学智慧的。在无法坚持时，再坚持一下，梦想就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