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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问：您反复提倡的“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和“没有兴趣
就没有学习”等观点，已成为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您
能具体谈一谈吗？
顾明远：我一共有四句
话，前面两条我说得比较多，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
句话不是我的原创，很多人也
在说，我之所以反复宣传，是
希望强调“爱”这个概念。过
去大家不明白什么叫“爱”，
我觉得，爱首先是要尊重与相
信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尊
重他们的需要、尊重他们的人
格。有了这样一个定义，很多
问题就可以看得清楚。有些教
师布置作业、对学生体罚，包
括父母打骂孩子，看上去好像
也是爱孩子，他们自己也说这
是“为你好”，是爱孩子的表
现，但这种爱对照定义来看，

和我说的爱是完全不同的。
类似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
需要，看上去也是一种爱，但
那是溺爱 ——所以我理解的
爱，是尊重孩子人格的发展，
不是爱成绩，如果孩子分数提
高了，但是心理扭曲了，这就
不是爱。我觉得，真正爱孩子
是要为他们将来和长远的幸福
考虑。有的人说，现在是牺牲
童年的幸福，来获得将来的幸
福，我要说的是，童年没有幸
福，将来也没有幸福。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这句话是强调学生的主体地
位。学业负担重，我觉得，这
个负担主要是心理上的，学生
对学习没有兴趣，所以感觉不
堪重负。相对照一些国外优质
学校，他们学生的学业负担也
很重，但是，他们与我们不同
之处就在于，学生自己喜欢、
愿意学习，课程由自己选择；

而我们是被动地学习。
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首
先需要培养学生的兴趣，自己
不愿意学习，光靠强迫是不够
的。所以，减负除了减少课业
负担外，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兴趣，不要形成心理压
力，有空余的时间，让学生思
考问题，让学生学习他喜爱的
课程和课外活动。
我认为，给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最
公平的教育，把选择权还给学
生，让他们选择喜欢的东西。
教育不是培养做题的机器，不
能没有时间思考，学生需要参
加有益的活动，所以，减负要
把时间还给学生，使他们能够
发展个性。
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
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越低年
级的学生，感情越丰富，同时
又很脆弱，所以，往往教师一

言 一
行、一举
一动都会
影响到学
生，教师的
一句表扬，会
使学生受到鼓
舞，学生会记住
一辈子；教师
无意中伤人的
一句话，学生也
会记住一辈子。
学生成长在活动中。我认
为，学生成长不是靠教师的说
教，而是靠学生自己的活动。
包括他们学习知识，让他们在
参与的活动中，主动地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与他
人、与社会的关系，思想品格
得到锻炼，责任感、沟通能
力、合作精神、诚信都能得到
培养。

就教育论教育不可能化解教育问题
问：近年来，您非常关注社
会上有关教育话题的讨论，您
觉得，目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方
向在哪里？
顾明远：我从去年寒假开
始到春节，十多天都没出过门，
一直在写一篇 7 万多字的文
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
教育路在何方》。其实，我现在
眼睛不太好，
看书很吃力，已经
不 太 写 新 东 西 ，86 岁 该 休 息
了。
但是这次，我为何又要写
这样一篇长文章呢？因为，教
育已经是全社会的热点。无论
在朋友的聚会上，还是亲戚的
交往时，总会谈到教育问题。
一次碰到一位朋友，她的孩子
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学校，但开
学之后就发现，孩子在学校被
老师告诫，这也不能说、那也不
能做，她觉得孩子受到很多限

制，很难有所发展。于是，想办
法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读书去
了。这几年，我国留学生数量
越来越多，据了解，去年有 37
万人，而且每年以百分之二十
的比例在增加，年龄也越来越
小。因此，我想说说我国的教
育究竟该何去何从。
问：您提出要从社会角度
理解教育问题，能简单介绍一
下吗?
顾明远：我想谈的第一个
问题是：就教育论教育不可能
化解教育问题。首先，教育的
矛盾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不可
否认，现在社会中，存在分配不
公。2007 年 10 月，我在成都市
青羊区教育局“减负”座谈会
上，就曾呼吁停止奥数班，我说
奥数班摧残人才，结果当场就
有一个学生说：
“我不学奥数就
上不了初中，上不了初中就考

不上高中，考不上高中就上不
这种攀比，表现在所谓的
了好大学，
上不了好大学，
毕业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这种攀
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怎
比，
不仅存在于个人，
甚至上升
么养家糊口？
”这种话出于小学
到一个地区的政绩观。一位教
生之口，可笑又可悲。说明这
师曾经告诉我，某年因为考试
是一个社会矛盾在教育内的反
成绩优异，他们地方上领导请
映。
教师们吃饭，领导要求明年学
第二，家长和学生也有很
校升学率继续提高。
多传统观念。比如“学而优则
只要具备常识的人都知
仕”，觉得书读得好，就该当公
道，
升学率本来就是一个常数，
务员，
就该当白领，
中国没有国
与整体的教育质量没有任何相
外“学而优则工”或“学而优则
关，
一个市升学率的提高，
必然
农”
的想法，
这也是社会观念和
伴随着另外一个市升学率的降
社会心理的问题。
低，所以，专注升学率，实质是
第三 ，中国的攀比文化 。
关注政绩。一所学校升学率
中国是人情社会，别人的孩子
高，
就表明这所学校质量优秀，
考上清华北大，自己的孩子考
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教
上地方院校，家长和孩子都觉
育本质认识的欠缺。
得没有面子。这种文化和心态
我们经常说，
要
“教育家办
产生了教育的竞争，你让孩子
教育”，就是要懂得教育规律，
学奥数，
我也要让孩子学，
而不
懂得儿童成长规律的人来办教
管孩子的能力或者兴趣。
育。

对教育自身问题要有清醒认识
问：您谈了这么多教育无
法解决的社会问题，那么，您对
教育本身又是如何看的呢？
顾明远：教育本身不是没
有问题。教育规划纲要中，就
提到教育观念陈旧，教育内容
方法落后，主要是教育发展不
均衡，地域之间不均衡，学校之
间不均衡。这么多年来，我们
的重点学校问题始终存在。
当然，从我国教育发展历
史上看，重点学校制度起过积

极作用，当时全社会亟需人才，
重点学校的建设，极大满足了
当时的需求。然而，随着教育
发展，重点学校的负面效果也
显现出来。学校之间的差距越
来越大，成了教育中一个很严
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不重视职业
教育。长期以来，我们从官方
的教育投入，到民间学校选择
上，都把职业教育看成低人一
等。回到历史上看，我国在上

世纪 50 年代时，还是比较重视
职业教育的。从教育观点上
看，
很多学生动手能力很强，
他
们也不一定喜欢理论的东西，
但是，现在家长还是更愿意学
生就读普通高中、普通大学。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教育观
念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
么？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
培养人才。感觉目前在我国的
教 育 中 ，教 育 的 工 具 性 太 强
了。过去是说，教育为政治服

务，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后
来，
又提出为经济服务等，
不强
调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
教育本质应该是为了人的
发展。教育成了一种工具，是
家长为孩子追求幸福的工具，
是学校追求名誉的工具等，没
有把人看成第一位。教育当然
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要为政
治经济服务，只有人得到发展
了，才能更好地为政治经济服
务。

对

话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
问：您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提
出教师的专业化问题，努力推动了
国家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您是
如何思考教师与教育之间关系的？
顾明远：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我对教育的四句话，这四句话的背
后，
教师是关键。改变观念，
转变教
学方式等，最后都要落实到教师身
上，
落实到教师队伍建设上。
首先，
全社会提倡尊师重教，
包
括国家提倡，
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比口号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教师待
遇。现在，
一些地方比如江苏浙江，
教师待遇已经提高了，但是很多中
西部地区还很低。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
提高教师待遇刻不容缓。
其次，
教育本身要值得人尊重，
教师要提高专业水平，我之所以提
出为教师设置研究生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
是因为，
如果一个职业没有专
业水平，是人人都能干的职业，那
么，
它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我建议，首先要强化教师队伍
建设，
严格国家考试制度，
对于教师
资格证书管理，切勿再一次地走过
场，
教师在考试考完之后，
还要经过
一段时间考察，教师工作几年之后
还要再考察。
再次是师德问题。现在出现教
师“职业倦怠”的问题，我觉得可能
和教师对自身职业认识缺乏有关。
教育事业是很幸福、很光荣的事业，
教师看到孩子的成长有幸福感，因
为它涉及到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发
展。有了这种认识，
就能不断钻研，
提高专业水平，
感悟人生价值。
我觉得，
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
可以认识到有些问题是社会问题，
教育已经承担了不应承担的问题，
学校只能尽量做好。
教育不是教育部门本身就能解
决的，
就像用人单位的招聘竞争，
激
发了教育的竞争，择校问题与高考
问题是社会竞争激烈的反映。所
以，
教育需要全社会参与，
全社会都
要解放思想，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
才观，
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
要从实际出发，
逐渐改变。
（顾明远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