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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一个陌生的

词语“在家上学”逐渐进入公

众视野，立即引起许多关注、
纷争和讨论。人们皱起眉头，

满腹狐疑地辨析其暧昧敏感

的意味。首先想起的是“童话

大王”郑渊洁教子的故事，它

会使人误认为这是只属于少

数作家、名人的逸事。当我们

放开眼界，持续关注这一事

态时，才发现它远比我们想

象的更为丰富和深远，如同

雨后的蘑菇、春笋和野花，已

经在全国各地茂盛地生长开

放了。
这一实践直接来自父母

对子女的关爱。一位朋友告

诉我，她的孩子回家上学了。
男孩的学习一直不错，但上

四年级后数学运算似乎慢了

些，屡遭老师批评，认为拖了

全班后腿。孩子的自信心动

摇，发展到恐惧上学。母亲意

识到这是挽救孩子的关键时

刻，决定退学在家自行教学。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进入初中

正常上学。事实上，郑渊洁也

是发现孩子在学校遭受恶意

打击时，出于保护孩子的动

机被迫在家上学的。
更多的是寻找“好学校”

的诉求。每到升学季节，都会

有朋友来打听，是否有不以

升学竞争、应试教育折磨孩

子的学校？我们发现在改革

开放 30 年之后，家长还是难

以找到能够善待儿童、使儿

童免于恐惧的学校。许多家

长被迫选择出国留学，少数

家长走上自己办学的道路。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

央 视新闻节目 播 放 了 一 则

“走基层”发现的感人事迹。
河北滦南县农村一位文盲母

亲从教育自己被学校拒绝的

残疾孩子开始，陆续收养了

30 多位残障儿童，与女儿一

起举办“爱心小院”，一所从

事特殊教育的家庭学校，不

也是一起典型的“在家上学”
吗？

视 点 深度阅读

一种崭新的教育生长
□杨东平

家长之所以另辟蹊径
自行其事，不仅是因为大一
统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
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不能
适应孩子的特殊需要和不
同情况，主要还是因为国家
化的公办教育质量不尽如
人意。

在家上学：
杨东平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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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深度阅读

上学的实践尚未充分发

育，或是由于对这一领域的

不够了解。发达国家的经验

已经证明，在家上学的儿童

的群体性、社会化等问题，都

是有办法得以解决的。允许

探索、允许改革，则是解决所

有疑虑和悬而未决的问题的

前提。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我

们所处的时代和教育范式的

整体性转换。在信息化和互

联网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学

校如同传统媒体一样，正受

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学在民

间”的伟大传统将焕发新的

活力。各种自下而上的、非制

度化的、自组织的和个性化

的学习将逐渐成为主流，越

来越多的学习型家庭、学习

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的出现，

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民教育

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一个学

习型社会，并形成信息时代

新的教育范式。李新玲的新

书，对我国在家上学的实践

作了生动的全景扫描，介绍

了这一探索在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演进，为我们认知在家

上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借

鉴。在前瞻性的视野中，在家

上学获得了教育创新的重要

意义。闭卷之余，我们是不是

会对在家上学有更多的理解

和宽容，并给予坚定的支持

呢？

面对家长合情合理的需

求和自助行为，许多人之所

以会本能地表示反对，因为

这与教育国家化的概念相抵

触，而且是合理不合法的。工

业革命之后建立的义务教育

制度，将教育子女这一自古

以来属于家长的权利让渡给

了国家。我国的《义务教育

法》也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

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
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

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

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

教育。”
然而，教育作为基本人

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优先

权概念并没有过时。194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

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第 3 款

规定“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

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

的权利。”《义务教育法》最本

质的精神，是保障儿童接受

教育，在家上学与这一法律

精神是并不冲突的。家长之

所以另辟蹊径自行其事，不

仅是因为大一统的学校教育

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教育

需求，不能适应孩子的特殊

需要和不同情况，主要还是

因为国家化的公办教育质量

不尽如人意。在美国，公立学

校的教育质量平庸、校园文

化紊乱是公认的事实。在中

国，家长“用脚投票”则是为

了逃避“应试教育”的荼毒。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家

长的教育权利终于被重新发

现和确认。法律是人制定的

并为人服务的。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许多国家已经通

过修改立法，使得在家上学

的选择既合理而且合法。

这也是我们应当争取的

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已经确定了善待每一个

学生的基本价值；教育的民

主化、多样化和选择性的增

加，则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

特征。事实上，现行的法律

也为改革“预留”了 可能性

空间：《义务教育法》第十四

条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

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它提示

了通过地方教育制度创新，

使得 在家上学 合 法 化 的 路

径。其他的担忧或是由于我

国在家上学 的 实 践 尚 未 充

分发育，或是由于对这一领

域的不够了解。发达国家的

经验已经证明，在家上学的

儿童的群体性、社会化等问

题，都是 有 办 法 得 以 解 决

的。允许探索、允许改革，则

是解决所有疑虑和悬而未决

的问题的前提。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我

们所处的时代和教育范式的

整体性转换。在信息化和互

联网时代，工业化时代的学

校如同传统媒体一样，正受

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学在民

间”的伟大传统将焕发新的

活力。各种自下而上的、非制

度化的、自组织的和个性化

的学习将逐渐成为主流，越

来越多的学习型家庭、学习

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的出现，

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民教育

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一个学

习型社会，并形成信息时代

新的教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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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深度阅读

“北大爸爸的在家上学”出
现在北京回龙观的一幢居民楼
里，47岁的张乔峰把自己的家
改造成了一间家庭学堂，取名
“龙学园”。两间卧室被放进 6
张床，一个大厅被分隔成两部
分，一半是孩子的图书馆，摆放
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
籍，以及一张供孩子涂鸦的小
桌子；另一半则是一个大圆桌，
那是孩子们的课桌，也是吃早
午晚餐的饭桌。

一年半以前，北大毕业的
张乔峰辞了职，决定把在私立
学校读一年级才 1个多月的儿
子张洪午接回家来亲自教育。
“孩子报兴趣班时拍了张一寸
照，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
打采。他说自己不快乐。”这成
了张乔峰决定让孩子在家读书
的原因。

一年半以后，另外两名同
龄孩子在看到媒体报道和张乔
峰的博客后，出于对他理念的
认同，也把孩子送来“龙学园”，
和张洪午一起上课。

在上午时间，张乔峰教授
3个孩子语文、数学以及英语。
他站在一块小黑板前讲课，孩
子们用自己最喜欢的姿势听
课，原先还都坐在椅子上，一会
儿就有人坐到地上，还有人钻
到课桌底下。“我要上厕所”、
“我肚子饿，想要喝早餐奶”，课
程时常被孩子的“意外”打断。

在数学课上，张乔峰出了

一道算术题：“小明在灯下作
业。家里停电后，他按下开关 5
次，来电后，灯亮着还是暗着？”
张洪午立马跑到自家大厅，把
电灯开关按了又开，思考答案。

在阅读课上，张乔峰在网
上找到一篇励志短文《飞翔的
蜘蛛》，让 3 个孩子轮流读一
遍，各自分享感受。“我觉得蜘
蛛很小心，懂得保护自己。”张
洪午回答。“它很执着，坚持不
懈。”另一个男孩答说。
“是呀，只要脚踏实地，每

个人都能创造奇迹。”张乔峰总
结说。这次张洪午默不作声，想
了几秒钟，突然指了指茶几上
的鱼缸。“你可以，我可以，那小
鱼可以吗？”

按照张洪午现在的年纪，
应该在传统学校学二年级第一
学期课程，但张乔峰却没有按
照传统教材来教。他自己为孩
子选择读物，出数学题，英文教
材采用的是台湾东西出版社的
EasytoRead以及美国苏斯博士
双语经典故事。
“之前的一年半属于过渡

期。我计划下学期开始在外来
教材基础上加入传统课本学
习，一学期可以学完学校一整
年教材。”张乔峰信心满满地
说，“我计划让孩子 10 岁小学
毕业，12 岁初中毕业，14 岁高
中毕业，接着周游世界后考取
美国名牌大学。”

目前，张洪午的学籍挂在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张乔峰跟
学校达成“默契”，孩子不用去
学校读书，但有时候，他会把学
校的考试试卷拿回家，“孩子总
能拿 90分以上。”前不久，一位
北京记者拿着北京小学四年级
的英语课本让张洪午阅读，结
果他毫不费力念了出来。《外滩
画报》记者也让张洪午阅读了
一段苏斯博士的故事书，发现
他字正腔圆、美音很重。

每天下午，张乔峰带着孩
子参加“男孩子俱乐部”，向专
业老师学习游泳、跆拳道和手
工等技能。如今，张洪午已经取
得跆拳道黑带。

张乔峰说，他本身就是半
个体制外的野路子：福建农村
毕业，因数学竞赛保送北大物
理系，其间主动提出休学一年
泡北大图书馆，读唐诗宋词、名
人传记，之后从北大社会学专
业毕业。“我想通过张洪午的例
子证明，另辟蹊径是可以成功
的。”

不过，在跟张乔峰接触的
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了他的局
限性，比如他的英语还是 20
年前在北大学的那些知识，还
带点口音。“现在原版英语教
学材料很丰富，可以跟着 MP3
学。”张乔峰对此并不担心，
“学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
脑筋开窍了，掌握了学习的规
律，十二三岁之后靠自学也可
以。”

北大爸爸的中国式在家上学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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