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010/12 | 中小学管理 |

开山东杜郎口中学后，

我的思考一直没有停

止，“崔其升”这个

名字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在我看

来，崔其升校长是一位有魄力而

又谦逊低调的改革者，是一条有

不屈脊梁、宁折不弯的汉子，是

一个至今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粹

的真人！

　　在杜郎口中学时，崔其升给

我们介绍了他在学校施行的评价

与管理。下面是我不完整的记

录——

　　我今天讲的评价与管理，不

是指具体的课堂如何评价、管

理，而是指最根本的东西——做

人。我现在对人的评价已经上升

到做人的品位上了。我认为，

“工作就是道德，表现就是人

品，业绩就是人格。”这样的评

价与管理才抓到了根子上。

　　老师在工作投入上应该达到

一种忘我的程度，我们学校的老

师现在做到了。我经常对老师们

说，单位就是自己的家庭，工作

就是自己的生命。老师在本职工

作方面表现得好不过是本分，现

在我更要看他们分外的表现，就

是老师的人品、人格。老师随手

拾取垃圾袋，比他上一堂好课更

让我敬佩。现在，地面上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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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多数老师都会捡起来。

　　我们有许多公益的事、应急的

事，如果老师们都把这些当成自己

的事来做，意义就更大。我看一个

人就看这个！我们学校现在如果有

老师病了，其他老师都会主动要求

帮忙代课，都争着抢着去做，从不

提报酬。这和学校安排你代课不一

样。这才是高尚。

　　学校有风气，老师才有士

气。现在，意外的事安排到谁的

身上，谁都觉得是一种荣耀，是

有面子。

　　一所学校要搞好，关键是干

部。社会上的地痞来打老师，我

让老师走开，自己冲上去。创业

阶段，我亲自焊车棚，干到半

夜，省下钱来给老师改善待遇。

　　我主张两手抓：一方面表扬优

秀的，一方面严厉处罚后进的，

“优则举，违则更，众者从。”

　　我们学校有一个代课教师，

他去北京学集体舞，一顿饭费要

三、四十元，他舍不得，自己溜

到外面吃烧饼，4天培训只花了

85元。我很感动！我对全校老师

说，今天我和谁也不商量，我就

“独裁”一次，奖励他1000元！

　　危难时候忘记自己的人，我

要提拔他们。我们学校的张代英

副校长就是这样被提拔起来的。

那年坏人来闹事，我和张代英冲

在最前面。那时她才二十几岁，

可她勇敢地和坏人打，脸都被划

伤了。

　　我们这里发奖金，没有什么

规则。比如：达到多少分奖多

少，一个月怎么样，两个月怎么

样，没有的！而是谁做出贡献就

随时奖励。

　　凡是和我有关系的，我越在

工作上苛求他！我亲侄子有一次

开水龙头，任水哗哗地流，我在

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他：“如果下

次你再这样，我脱下鞋，用鞋把

你的屁股打烂！”我的兄弟崔其

同以前工作不好，就撤职；工作

好了，恢复职务。

　　现在，如果有谁找一个老师

的茬，恰恰就说明两人的关系

好！我经常说，给你提意见、刁

难你的人，是你的恩人！

　　做人还体现在孝心上。我要

求教师出差或外出学习必须给父

母买东西，我校绝不允许有不孝

顺的人！

　　我特别注重“小的管理”，

就是用现场说话。这比讲道理还

好。比如：我昨天看到一个班上

讲课的学生拿的教鞭太长，用起

来很不方便。以前我在会上就讲

过这事，提醒老师重新买一根教

鞭，但昨天依然如此，于是我

今天狠狠批评了年级主任和班主

任，并各罚100元。我要强调学

校无小事，每个人对学校都负有

责任。

抓住了根，就抓住了关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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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正了，其他都好办。在这种情况

下，过去不好的老师也必须变，因

为不变他无路可走。

这个学校的发展史，就是斗争

史！和歪风邪气斗的斗争史！

　　崔其升以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结束了他的发言。

　　崔其升的观点我一时还难以

全部同意，但他的一席话让我震

撼——不只是他的观点，还有他

所说的一些事例。比如：那件

关于教鞭的事，在我看来简直

有点小题大做，而且“责任不

明”——明明是后勤人员失职，

怎么能扣班主任和年级主任的

钱呢？但因为大家都接受了崔其

升所倡导的正气，所以不光被罚

者心服口服，而且教师们也都认

可。在杜郎口中学，教师们没有

找借口推卸责任的习惯，人人都

是“第一责任人”。

　　我知道，杜郎口中学的风气

并非一向如此纯正。十多年前，

学校歪风邪气占上风，教师之间

打架甚至用上了铁棍。反对改革

的人公开辱骂崔其升，用砖头砸

他的房屋，让这个硬汉趴在桌上

流着泪长叹：“为什么我要做一

件事这么难？”所以，十多年来

的改革，正如崔其升所说，他花

最大力气抓的并非课堂，而是风

气。现在，学校终于有了正气。

　　在杜郎口中学，崔其升简直

就是一个“皇帝”。学校几乎没

有健全的制度体系，一切都是他

说了算，所谓“现代法治观念”

几乎没有体现。他自己也说，制

度不也要人去执行吗？他的确有

点像“皇帝”一样一言九鼎，雷

霆万钧。

　　但他是一个“好皇帝”。他

对教师的一切要求都是从要求自

己开始的，而且远比对教师的要

求严格。可以说，他对自己到了

苛求的程度。教师们认可他的

“人治”，固然有法治意识尚待

充分苏醒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

为他们崇敬崔其升的人格魅力。

崔其升有事业心，有权力，但绝

无权力欲，以权谋私和他绝缘；

他心地善良，虽然经常批评人，

但从不整人；他为人正直，不会

权术，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在“潜

规则”面前表现出某种狡黠。他

的身体可以说是相当糟糕——29

岁就患了糖尿病，现在已经很严

重，但他已经并继续用自己的生

命润泽着杜郎口中学。多年前，

他在全校大会上向全体老师公开

宣布：“如果我的工作量低于学

校任何一个人的两倍，我就没资

格做这个校长！”

　　他批评违纪者毫不客气，有

时甚至会说粗话，但他其实心地

善良到了极点，关心教师简直到

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如：对外

来参观者收参观费的问题，孤立

地看，一些人对此的批评不无道

理，毕竟学校不是景点。但对于

崔其升来说，这是他在特定国情

的背景下，为改善学校条件、提

高师生生活质量而不得已打的

“擦边球”。他对我说：“学校

收取的每人次60元的参观费用，

我们首先是投入到了学校餐厅的

建设。这么多外地参观人员，我

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吃住。而这么

多人来参观学习，我们的教师就

得额外花费时间和精力，他们也

必须有相应的酬劳。”这话不好

听，却是大实话。学校修建食堂

和公寓，本来应该由政府投入，

现在成了崔其升操心的事。而

且，这笔费用不仅仅用于修食

堂，还包括为师生改善学习、生

活条件。为此，他不惜承受无数

责骂——只要为了学校、教师和

学生，他就是身败名裂也在所不

惜。如果所有的校长都有崔其升

对师生的这份真诚的心，中国

的师生就能真正拥有有尊严的

生活！

　　当然，崔其升的一些观点

和做法，和我所信奉的民主、

自由、法治、宪政等观念是相悖

的，我并不认可崔其升的“人

治”。他的罚和奖都是即兴的，

没有任何制度依据，我对此是不

同意的（崔其升也不同意我的

“不同意”）。我还是认同这样

的常识：从长远来说，制度比人

更重要，制度可以避免“人”可

能带来的种种弊端甚至恶果。对

于目前的杜郎口中学来说，因为

崔其升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崇

高的道德品质，所以他“随心所

欲”的管理，比换一个人用制度

管理也许更有效。问题是，崔其

升退休之后呢？会“人亡政息”

吗？因此，崔其升现在至少应该

有制度建设的思考，应该让杜郎

口中学朝制度管理过渡。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很多

改革成功的学校，几乎都有一个

铁腕强人，搞“民主管理”的往

往难以成功。我不是否定我所追

求的民主管理，但在某些时候、

某些地方，就工作推进和改革效

果来说，校长的魄力与强力推进

的“霸道”，至少是一种可以理

解的策略。民主制度需要土壤，

在土壤没有形成之前，孤立地搞

“民主”，到最后很可能什么都

做不成。

一言九鼎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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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郎口中学现在可以说是名

满天下，最近几年，从中央到

地方的电视台、电台、报纸、杂

志等媒体的宣传可以说是铺天盖

地，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

央教科所、山东省教育厅和教科

所等单位也对杜郎口中学的改革

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但是，杜郎

口中学在当地的处境，可以用一

句老话来描述，那就是“墙内开

花墙外香”。

　　在杜郎口中学考察时，我认

识了一位在杜郎口中学蹲点将近

一年的官员，他向我谈起了他对

杜郎口中学以及崔其升的观察和

感受。 

　　此人三十多岁，是一个有良

知的“另类官员”（为了表述方

便，下面用S君指代这位不便透

露名字的官员）。他说当初他刚

听说杜郎口中学的故事时，第一

个反应是不相信，用他的话来

说：“我对茌平包括杜郎口太熟

悉了，对这片土地的政治生态太

熟悉了，这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

的神话！”因为不相信，所以他

决定亲自去杜郎口中学看看，而

且不是走马观花似地“视察工

作”、“听取汇报”。他一头扎

进学校，一待就是将近一年（据

他说，他还会继续待下去）。他

对我说：“我不得不承认，一切

都是真的！这里的确是真教育！

老崔不简单，创造了奇迹！”

　　他所说的“奇迹”，并不

仅仅是一般人理解的“教育奇

迹”，而是指崔其升在如此艰难

的环境中，居然把他的理想变成

了现实。S君告诉我：“一些官员

热衷于个人捞好处，就想着如何

搞钱、拉关系、升迁，对教育根

本不热心，崔其升做事之难，超

出了人们的想象！”他告诉我，

即使现在杜郎口中学闻名天下，

每天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般

源源不断，可在当地，根本就没

有一所学校学杜郎口中学。在这

样的环境中，崔其升无疑是一

个另类！他在这片土地上太与

众不同。

　　S君给我讲了一些事例，他

说：“崔其升真的不容易啊！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改革

者！”是的，崔其升既要面对全

国各地一些人的误解，包括一些

专家学者的不屑，还要承受身边

的各种是非，这是怎样悲壮的改

革者？

　　不过，所谓“孤独”，所谓

“悲壮”，只是我们的感受。

崔其升不但意志刚强，而且心

胸宽广。对于所有的误解或诽

谤，他都是淡淡一笑，从不解

释。对于网上铺天盖地骂他和杜

郎口中学的帖子，他从来不看。

他说：“管那些干啥？有那个精

力，我还不如多操心操心学校的

事呢！”在他看来，去为自己解

释，还不如弯腰拾起校园的一片

纸屑有意义。他遭受了那么多委

屈，却从未向我说起，我都是听

他身边的人说的。除了改革之

初，他曾为改革阻力之大以致家

人的生命安全都被危及而落泪之

外，此后他从来没有因什么误解

或污蔑而生过气。他的境界是有

些人无法理解更是永远不可企

及的。

　　对现在媒体的一些夸张的宣

传，崔其升也是不同意，甚至反

感的。他一直反对“复制”杜郎

口中学的说法。他反复说，每所

学校有每所学校的情况，不能全

盘照搬。何况杜郎口中学的做法

也很不成熟，还有许多不足。他

说：“我不同意用‘复制’这个

词，我也反感被叫做‘杜郎口模

式’。一说起模式，就是一种固

定的形式，但杜郎口中学不是静

止的，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变化，

不可能被完全复制。”面对中肯

的批评，崔其升是虚怀若谷的，

他不是那种听不进不同意见的

人。比如：前几年，学校下午第

四节课并没有课外活动，后来崔

其升接受了批评和建议，开始开

展课外活动。应该说，崔其升是

清醒的。崔其升眼中的杜郎口中

学，和媒体上的杜郎口中学是有

区别的，有时甚至是两码事。遗

憾的是，我们许多人因为反感

“媒体杜郎口”，便把这种反感

迁移到崔其升身上。

　　崔其升朴实得像个老农民，

纯真得像个小孩子。他是一个善

良无比的人，甚至单纯得有点傻

乎乎。他总把所有的人都当做好

人，尽管经常因为天真、轻信而

上当受骗，但他并不因此而变得

多疑，失去对人的信任。他依然

不会有“防人之心”，仍然善待

别人。

　　但他其实有大智慧，是真正

的“大智若愚”，不然一所濒临

倒闭的农村学校怎么可能成为全

国许多教育者朝拜的“圣地”？

　　生活中的崔其升不善言谈，

甚至有些木讷。但一上讲台，他

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听过崔

其升两次报告。他的报告既不

像有的专家学者那样有深刻的思

想，也不如我的报告有一些感人

表面风光的孤独者

纯真朴实的突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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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他的报告，给人的直观

感受就是他有一腔正气，语言朴

实、简洁而掷地有声，给人以深

深的感染与震撼。这是人格的

力量。

　　他的记忆力惊人。有一次，

他翻开一本语文教材，看了一篇

文言文之后，叹道：“现在记性

真不好了，一篇文言文我要读三

遍才能背下来！”我们听得目瞪

口呆。我知道，这不是幽默——

我一直认为他的缺点之一就是缺

乏幽默感。他真的很苦恼，因为

年轻时他读书完全可以过目不

忘。就是现在，记陌生人的电话

号码，也是他的一绝，这常常让

人惊讶不已。只是他的智慧都是

通过农民般踏实的行为和孩子般

认真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他不是

那种善于“提炼”、“挖掘”，

将做法上升到“理论”的人。

目前关于杜郎口中学的所有总

结提炼，包括“三三六”呀，

“模式”呀，都和崔其升没有

直接关系。

　　在我的视野中，崔其升是迄

今为止唯独一位在当下的环境中

用生命突围并创造奇迹的教育理

想者，而且他的教育是真实的、

朴实的！这种真实和朴实，自然

包括和他的人格魅力糅杂在一起

的种种不足和局限性。但抽掉他

的种种局限性，那还是崔其升

吗？他本来不是神，你却非要把

他当做“神”来捧，连他的不足

都要学，这是他的错，还是你的

错？目前到杜郎口中学来参观学

习的校长和教师，绝大多数都是

自发来的，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

“押送”来的。可有人却因此怪

崔其升，这公道吗？

　　从表面上看，崔其升和他

的杜郎口中学风光无限，其实

不然。我真诚希望我们每一个理

想不灭、良知犹存的教育者，支

持杜郎口（包括指出其不足以完

善之），宽容崔其升（包括指出

他的局限性），保卫真正的改革

者。崔其升做到了我们想做却不

敢做或不能做的事，实现了我们

想实现却无力实现的教育理想。

因此，保卫崔其升，就是保卫我

们自己，保卫我们追求的教育理

想，以及我们心灵深处的教育

良知！

（编辑　曾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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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高中学校特色建设的侧重点有何不

同？”“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学人才培

养体系？”2010年11月6日～8日，中国

教育学会“第三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在浙江杭州

钱塘江畔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

琪、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

远等专家领导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位中学校长

出席了本届大会。围绕“中学教育特色发展与创新

人才培养”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和代表就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中学校长专业成长、高中教育多样化发

展、初中教育特色发展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深

入的讨论。

中学教育：向何处“给力”
——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届中国中学校长大会观点摘要

本刊记者　孙金鑫　沙培宁

  

　　☆ 陈小娅：在公平与质量的前提下，理解学校特

色与人才培养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以“促进公平，提高质

量”为主题，从四个方面和校长们进行了深入交

流：其一，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理解和把握教育公平

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思想内涵。其二，把握教育公平

和教育质量在不同国情和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其

三，把握好不同学段下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方向

性问题。其四，提高教育质量最关键的是教师队伍

的建设问题。

高端引领：中学教育“力”往何处使？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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