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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都是自由的、
认真的

盗火者： 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
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
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 但据我所知
没什么变化， 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
执行。 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
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
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
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 再下一
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上世纪70年
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但
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 加起来都
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 因为那时候
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
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 国民党接管以
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
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
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 甚至抗战
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 彻底改变是从
1950年开始的。

盗火者： 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
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 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
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
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 但放
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
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
他们很单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蔡元培是国民
党的元老， 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
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
要重用他。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
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
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

中国教育现状真实记录《盗火者》出版

陈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教育界内部正悄
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
变革。这种来自民间新
教育的冲击持续而坚
定，传统教育模式的几
乎每一个方面都在被
重新建构。

在中国， 提起教
育，每个人都有一段痛
苦的经历。教育流水线
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
能引发无尽的争执与
批判。然而，更迫切的
现实是：为了让教育变
成孩子当下的幸福，每
一个普通的家长、教
师、专家能为中国教育
的变革做些什么？

有念于此，真实记
录当下中国教育现状
的《盗火者》一书应运
而生。作者团队历时两
年时间， 走访了中国
30多所大中小学，采
访了 50多位一线教
师， 访问了近20名教
育学者。

《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
邓康延 梁罗兴 等（著）
2014.11/新星出版社

会去做。 今天有哪个校长敢
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
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情？ 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
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
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
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
点过激， 带来了一些不良后
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
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
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
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
是一个例子， 共产党就是从
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
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
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
考， 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
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
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新
中国成立初年都还在。我小
时候见到的初中生、 大学
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
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
奉献， 还没有完全断掉。真
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
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
但只持续了10年，上世纪90
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
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
做生意， 上学变成了一件赤
裸裸的功利的事。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盗火者： 民国时代的语
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
民国的教育好善良， 这话什
么意思？

陈丹青： 我说的是民国
的课本好善良， 尤其是小学
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
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 父母
心。 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
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
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
谦让、礼貌等项，这就是把你
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木
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
文学课， 一所中国乡下的小
学里就已经放莫扎特、 舒伯
特的歌了， 还有勃朗宁的童
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
道谁是莫扎特，当时小嘛，七
八岁。 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
有一架风琴， 现在她才想起
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
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

原谅人。 你再去看《早春二
月》 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
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
非常简单的。 他们相信这个
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
真的相信这个社会。 他一生
出来父母就告诉他， 你要当
心， 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
交往。 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
完全灭绝了。 今天的小孩刚
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
阿姨搞好关系， 哪个阿姨父
母是塞了钱的。

这就是善良，这就是教育

盗火者：现代作家，您倾
向于选谁？

陈丹青： 我主张给稍小
一点儿的孩子看最易懂的东
西，外国的《安徒生童话》和
《格林童话》都挺好。如果要
读比较艰深的、复杂的、有哲
理的， 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学
时可以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女儿在美国读小学
时，《圣经》他们会读，希腊神
话也会读。 木心先生给我们
上第一堂课讲希腊罗马神
话时， 他问在座的哪位读过
希腊神话， 班里面年龄有快
50岁的，也有我们这一辈30
岁左右的，没有一个人举手，
我们全都没有读过， 因为教
科书里没有。 只有我女儿举
手，她说她读过希腊神话，木
心讲的故事她知道。 她到了
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
门就是《神曲》，结果来了个
老头子， 这个老头子教了一
辈子《神曲》，将近40年。他
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
游完以后要到天堂了， 维吉
尔就消失了。 老头子每次讲
到这里都会泣不成声， 在课
堂上大哭起来， 这就是我说
的善良。他讲了40年，重复
了上千遍， 可每次讲课还会
受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
教育。

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
的事情

盗火者： 现在有一股潮
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
如乡村立人图书馆、 免费午
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
我们那个年代， 大量知青下
乡是被迫的， 现在终于有人
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
人永远都会有， 傻人也永远
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
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
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
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
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
这样的事， 中国一定也有这
样的人。但是，所有人在这几
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
自己的生活， 不要管这个社
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
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
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 大家
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
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
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

我很惭愧， 现在总被当
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
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
件去做的事情。我敬佩他们，
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要听话，不要一流人才

盗火者： 钱学森临死前
问了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
现在的中国教育为何不能
培养出一流人才。 您的答案
是什么？

陈丹青： 我的回答很简
单，中国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
培养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
很成功。这五六十年来的教育
只在做一件事， 就是控制青
年，让你被动，不要主动。

盗火者： 您对现在的年
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 我们都给绑起
来了， 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
法的人， 你会让绑着的四肢
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
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
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
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
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
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
都要自己想办法， 找到哪怕
一点点空间， 让自己能够相
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
绑是肯定要绑着的， 只要大
环境不变。

———摘录自该书第二辑

北方在11月就开始集中供
暖。现步入12月份记者在长沙马
王堆家居市场了解到，目前市场
上已针对分户采暖市场出炉多
种方案，其中壁挂炉产品最受市
场追捧。有专家提醒，壁挂炉受
环境影响大，选择产品需要适应
所在环境。

中国燃气供热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李伟表示， 我国供暖环境
差异巨大， 按照不同地区采取不
同供暖方式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
的选择， 分户供暖将会成为今后
供暖的一个趋势。专家指出，中国
的生态及气候环境复杂差异大，
像水压、气压、电压等环境因素对

壁挂炉的使用有很大影响， 如果
不考虑使用环境而盲目选购产
品， 将会降低产品供热供暖的效
果。因此，选壁挂炉必须要适合中
国环境。

前不久，万家乐在长沙望城
举行了隆重的投产典礼仪式，据
悉该建成投产的壁挂炉生产基

地占地150亩，年产能将达30万
台。此举标志着万家乐壁挂炉正
式进军南方市场。“我们的壁挂炉
是专为中国市场研发、生产的，更
适合中国环境的产品”。 万家乐
壁挂炉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如是表示。

随着冬季采暖需求在不断增

加， 分户供暖的高效性和便利性
正逐步凸显， 从而使得这种环保
节能的供暖方法将会获得了更多
市民的青睐。 不过， 李伟对记者
说，由于产品制造标准的不同，地
域环境不同， 欧美国家生产的壁
挂炉产品未必能适应中国市场。

■李晨

壁挂炉分户供暖有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