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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魏书生在辽宁省盘
山县第三中学当班主任，负责语文
教学。当“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
是他的初心。

“我是农民出身，16岁初中毕
业后，干了几个月农活被安排去教
小学。”在那段岁月，周围人都为他
去教书而感到惋惜。

近两年的教书生涯，让魏书生
慢慢对这份职业产生了兴趣。按
他的话说，“竟然教上瘾了！”

后来，他又被调去一家电机厂

工作。他向领导申请愿意回去教
书，然而领导却不同意。魏书生只
好一边干活，一边申请。网上流传
的“魏书生先后以书面或口头的形
式，提出申请150次之多”的说法，
被他笑着否认，称“次数没有那么
夸张。”

“谈了一年多，最后领导被
感动，批准我离开工厂，同意调
转回去教书。”最终，魏书生回到
了教学岗位，一段不平凡的执教
生涯就此开启。

从教 ▶ “半路出家”教小学
他“竟然教上瘾了”

“守旧”40余年
魏书生的变与不变

不变
听魏书生谈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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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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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古往今来，时代大哲，都有
主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论，仅仅
是使用的概念、词语表达不一样，但内
核永远是相通的。

“教育无非是将古往今来人间大道
坚守下去。”

变
如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已是常识和

共识。但在讲授式教学“一家独大”的年代，
魏书生的做法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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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大胆的魏书生不搞排名、上课只讲
20分钟。他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管理
自己，让学生学会自治。“不要成为书本的奴
隶，要成为教材的主人。”魏书生这样对学生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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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生
1950年5月4日出生于

河北省交河县。当代著名
基础教育学家。自1978年
任中学教师以来，至今已40
多年，因他在教育改革中取
得的突出成绩，先后荣获语
文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
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
殊荣。

他的“以培养自学能力
为宗旨的学科教学论”和

“以培养自我教育能力为宗
旨的班级工作论”等教育思
想，在海内外被推广。对我
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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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名师 魏书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周丽梅廖秀南京报道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也走过
了不平凡的70年。

70 年里，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师资队伍逐渐壮
大、课程改革不断推进、基础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我国进入了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待解难题：如教师
队伍质量仍待提高，城乡教育差距等。

曾经，在不少教师还习惯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方法时，魏书生的教学方法、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为
混沌初开的教学改革带来一股令人惊喜的清流。

他总结出“六步课堂教学法”——定向、自学、讨
论、答疑、自测、自结，如今已经成为年轻教师培训学
习的范本，对广大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都有着借鉴
意义和价值；1981他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
文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当年可谓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随即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曾在教育
界引起强烈反响。

而后接连发表的几篇作品，更是系统完整地介
绍了如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自我教育能力的做
法。如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已成为业界共识。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生自育自学”，这是魏
书生的一大理念，他以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在魏书生的班上，人人
都当班长。他提倡“班级管理要靠民主与科学”，习
惯于与学生商量、对话，集体表决，让学生做主人。
在那段提倡“应试”的年代，魏书生树立“育人”的核
心理念，可谓独树一帜。如今，这种教学法更是成为
我国语文教学中的经典教学法，迄今仍被青年教师
推崇。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教育实现了从“穷国
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战略转变。魏书生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总体是符合规律的，在
同等经济投入的水平上，中国的教育是最了不起的
教育，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用了全世界百分
之一不到的教育经费，培养了全世界百分之十八的
学生，基本适应了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中
国经济40年的腾飞。“我们生活在最幸运的时代，也
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想要不做出成绩都难。”魏书
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周丽梅廖秀

2018年5月23日哈尔滨顺迈学校教育论坛暨专家大讲堂第五期开讲，全国知名教育专家魏书生老师给学生上了一堂
生动有趣的语文教学观摩课。

“搞教育，一定不要去折腾。”交谈过程中，“不折
腾”成为魏书生口中的高频词。

从教41年来，他的教育主张、待事物的方式、报
告内容，差不多都是几十年不变。他几十年如一日
保持者写日记、练“注意力体操”的习惯……诸多的

“不变”集中在他身上，他甚至毫不避讳地认为自己
更像一个“守旧派”。他说道：“教育没有多少新鲜
事，就是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魏书生的“不折腾”，在于一辈子沿用一套学习方法。
如今，69岁的魏书生担任着盘锦市魏书生中学

第一校长、浙江台州书生中学校长。除了学校的工
作，他常常以三天一个城市的节奏奔走各地作报告。

每到一处总会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
哪些教学方法”等问题，他都会提到自己坚持多年的

“六步教学法”和“激发学生兴趣十法”。
这套方法中提炼了多种在课堂上激发学生兴趣

的方法，其中包括让学生当小老师，代替老师完成一
些教学方面的事。这套方法实施推出后，得到了一
批批年轻教师的效仿，但不久就被一些家长以“自己
不好好上课，让学生上课，这是在误人子弟！”为由将
老师告了，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魏书生不以为然，他认为相信学生、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更重要。他不断地强调说：“凡是学生能做
的事，我不做”。上课的时候，他告诉学生不要总把
自己当学生，而是把自己当成老师和学者。

魏书生的“不折腾”还在于坚持高中招生“指标
到校”、不办“窗口校”、不办重点小学初中。

魏书生在盘锦市担任教育局长期间，从来没有
“择校”一说，家长不用为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操心，这
是如何做到的？“之所以会出现择校的现象，是因为学
校间在师资、硬件设施等方面差距太大。”

魏书生说，不办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由政府
全额承担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并按学生数平均
分配到每所学校，教师工资津贴全由财政解决，便
能够巧妙解决让大家头疼的“择校”难题。在教育
管理上的不折腾，却让盘锦成了全国教育均衡发展
的典型。

如今教育理论层出不穷，花样天天翻新，几十年
来，魏书生就一直守着语文教育的本分，不追时髦，
不跟喧嚣，也不跟风。他说：“基础教育就那么点事，
重要的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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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南京，暑气熏蒸，一场
探讨基础教育理念的峰会在这
里举行。会议聚集了全国几十
所顶尖学校的教师和校长，魏书
生连续两日在礼堂做主题分享
报告，他希望与会校长能坚守三
件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于至善。”

短短几句引用自《大学》的
句子，却蕴含着朴素的哲理。前
来取经的人挤到了主席台，不少
人因为没座位干脆坐在台上听。

当晚在饭桌上，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有了与魏书生
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年近古稀
的魏书生，衣着朴素整洁，清瘦
的脸颊，两鬓已悄然微斑。

他只吃蔬菜豆腐，不沾一点
荤腥，习惯喝白开水。这个习惯
已坚持了很多年，和他40余年如
一日的教育观颇为相似，例如：
“培养学生自育能力”“不搞排
名”“一节课就讲20分钟”。

“教育是种享受，不要急于
求成，要坚持。”魏书生不疾不徐
地给出建议。他说自己没有什
么新鲜方法，不过是不折腾，把
常识和老祖宗的东西坚守到
底。“搞教育，一定不要去折腾。”
在与魏书生交谈的过程中，“不
折腾”是他提及最多的词语。

这就是魏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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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跨越70年的长度去审视魏书生
的“不变”，或许更能清楚他作为
一名基础教育学家的历史价值。

2010年，魏书生卸任盘锦市教育局长
后，常受邀在各地行走讲学。他走遍全国，累
计作报告2000多场，上公开课1000多次。

教育的成效，常常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
时间段内去评估，正如魏书生的一句名言
——“处天外遥看，地球极小；居体内细察，
心域极宽”。

随着中国教育逐渐走向民主、科学、规
范，魏书生“培养学生自育自学的能力”的理

念，被无数教育同行者和家长奉为圭臬。
魏书生却冷静地说：“教育没有那么多

新鲜事，我是强调坚守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在今时今日教育领域“百花齐放”的背

景下，魏书生反对折腾、掀运动式教育。他
认为，古往今来，时代大哲，都有主张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理论，仅仅是使用的概念、词
语表达不一样，但内核永远是相通的。“教育
无非是将古往今来人间大道坚守下去。”

1997年，魏书生被任命为盘锦市教育
局长。与此同时，原国家教委正在着力推
进素质教育工程，促使中小学由“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全国各地的中小
学，都在如火如荼地搞改革。

千里之外的辽东半岛，渤海浪潮下，魏
书生主政的盘锦教育，显得与众不同。

“1997 年至 2010 年，盘锦市没搞过一
次全市统考、没办过一所重点学校、学生没
在义务教育阶段交过一分择校费。”魏书生
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从政经历。

在他担任盘锦教育局长期间，盘锦教
育呈现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魏书生眼里，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
经过简化，分解为一系列习惯。这和他提
倡的“每天日子过好，大脑别睡觉”实际是
一个道理。

从上任到退休，魏书生有一本跟随了
他13年的工作笔记，里面记录着每年的工
作计划。不多不少的 22 条，分为民主治
教、科学管理、队伍建设3大块。

“教育局就是为大家打工和服务的。”
作为行政部门的一把手，他崇尚民主与科
学，很少干预下属单位的工作。

“我们就做好两件事，第一，提高硬件
水平，争取资金，加大投入；第二，牢记教育
三件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
止于至善。’”

正如当年对学生的“放手”一样，魏书
生让下属单位充分“自育”的做法，反而让
整个盘锦教育系统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
劲。

在他担任盘锦教育局长期间，没有搞
过一次统考的盘锦市，升学率却越来越高；
上级检查测评后，将“盘锦治学经验”发文
到各个市区；后来，盘锦市考入清华、北大
的学生越来越多，跃升辽宁省第一。2018
年，更是取得辽宁省文理科第一名的佳绩。

前教育部长周济视察盘锦市教育工作
时，对该市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实施素质教育，在这里找到
了答案”。

看似“懒政”背后，魏书生班里学生的
成绩却突飞猛进。

每逢大考小考，他带的班级，平均成绩
在年级名列前茅，魏书生的名气逐渐大了
起来。半年过后，魏书生被提拔为教导处
副主任，同时兼顾两个班的语文教学。

他既要做全校学生的工作，同时还要
教课、带班，一时间忙得团团转，魏书生却
说：“不费神”。依旧是老方法，培养学生的
自我教育能力，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几年实践后，魏书生将他的教学方法
总结成理论，逐步在报刊上发表。慢慢的，
魏书生进入全国同行视野。

1981年，他撰写的《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一文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他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
教学研究会”举办的年会上发言，被语文教
学的行家们称为“爆炸性的经验介绍”。

1984年，“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召开年会，主题定为“推广魏书生
同志大面积教学的经验”。同年，魏书生被
评为辽宁省特级教师，辽宁省委、省政府发
文，开展向魏书生学习的活动

一时间，魏书生的授课示范、教改试
验、育人经验成为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秘
诀”。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改革已深入各
行各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命题抛在
了国家广袤的大地上，当所有教育工作者
都在思考“素质教育”的出路时，来自辽宁
一个县级市的语文老师——魏书生，凭借
独特的育人理念和教学方法，吸引了从政
府到民间的注意力。

“素质教育”路在何方？
魏书生育人方法吸睛

逆袭▶

那时候的盘山县，还不是“辽
宁省综合实力十强县”，教育土壤
一片贫瘠，魏书生偏偏逆势而为，
不按常理出牌。

在讲授式教学法“一家独大”
的年代，他对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大
胆革新。

他以学生为中心，很少讲课；
他把学习比作过日子，从当下的每
一分钟算起；日子过好，大脑别睡
觉，成就感就来了。因此，他既不
放纵学生，也不严苛学生。

“学生能背什么背什么，每个
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题目和作业。”
他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让学生学
会自治。他经常离开班级几小时，
再到离开半天，逐步培养了学生的
独立能力，学生也逐渐学会了自己
管理班级。“不要成为书本的奴隶，

要成为教材的主人。”魏书生一语
概括。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方法的？”
面对记者的疑问，一天未受过师范
教育的魏书生笑了笑，“我就觉得
这么做挺有意思，我喜欢什么事情
都倒过来想。”

在题海战术盛行的年代，自
信、大胆的魏书生不搞排名、上课
只讲20分钟、不改作业的行为，被
其他老师误认为他“不管不顾学
生”。

时隔多年，回忆当时情形，魏
书生解释：“他们生气的点可能就
是我太省劲。”但另一方面，恰恰他
的教学方法又是站在学生的角度
看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如
今，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已成为业界
共识。

革新 ▶ 摒弃题海战术不搞排名
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

管理 ▶ 他主政下的盘锦教育：
“教育局是打工和服务的”

“教育是种享受，不要急于求成，要坚持。”
魏书生说自己没有什么新鲜方法，不过是不折腾，把常识和老祖宗的东西坚守到底。

“搞教育，一定不要去折腾。”
在与魏书生交谈的过程中，“不折腾”是他提及最多的词语。

教育没有那么多
新鲜事，我是强调
坚守一些根本性
的东西。”

秘诀 ▶ 反对折腾、掀运动式教育
“教育并没有那么多新鲜事”

——魏书生

魏书生
教育观

魏书生“育人”核心理念：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生自育自学”

魏书生的“不折腾”：
40年如一日守着教育本分
不追时髦，不跟喧嚣，不跟风

魏书生著作

魏书生(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