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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行知路上  创造精彩人生
◎ 杨瑞清

一、行知路的选择：奋

斗就是享受，小学校能够干

出大事业

走行知路，这是我选择的

人生道路。

我的行知路的起点是南京

五里小学。

当学生时，我就非常崇拜

南京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

先生，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

写了志愿书，要求到偏僻的乡

村小学教书。就这样，我来到

了五里小学。

在进城和回乡之间，我选

择了回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

次重大选择。

青春不能没有理想支撑，

事业不能没有激情相伴！

当时的五里小学，在一个

小山坡上，十分简陋，连围墙

也没有。吃饭没人管，只能用

小煤炉自己料理生活，每周步

行八九里路到集市上买一次菜。

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的确比

较艰苦，可是我还常常因为没

有吃到陶行知先生当年住牛棚

办教育的那种苦而失落呢。

正当我踌躇满志要大干一

番的时候，1983 年 5 月，组织

上决定调我到江浦县担任团委

副书记。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

矛盾。一方面，我一直梦想着

像陶行知那样办乡村教育，改

变乡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如果

我去县团委工作了，这个愿望

不就落空了吗？另一方面，团

委工作对我也是有吸引力的。

就在这样的矛盾心态中，我服

从安排去了团委。几个月后，

新鲜感退去，回校办教育的念

头又在我的脑海跃起。我要回

去，我要回到教育的岗位上！

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我 终得

以回到校园。

在从教和从政之间，我重

新选择了从教。这是我人生的

第二次重大选择。

因为我的这次选择，不少

人说我实在太傻了，丢掉了美

好的前途。一开始我还没觉得

什么，但是时间一长，我思想

也有些波动。这时候，我读到

陶行知先生的一首诗，是他当

年辞去大学教授工作，下乡为

农民办教育，有人说他是傻瓜

后写的：傻瓜种瓜，种出傻瓜；

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我把它

抄在日记本上，像吃了一颗定

心丸。一个留洋博士、大学教

授，能当傻瓜，我也能！

1985 年，五里小学更名

为行知小学，我开始担任校长。

1991 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 100

周年，这一年我们学校获得全

国学陶成果一等奖。可是，我

高兴不起来，因为十年做下来，

我终于掂量出了农村教育的沉

重。一方面，学校办学条件依

然很差；另一方面，农村学校

留不住人，骨干教师不断地调

出。我压力很大。有人说你也

调走算了，调走不就可以解脱

了吗？但是我不甘心，我要继

续战斗下去。

在解脱和坚持之间，我选

择了坚持。这是我人生的第三

次重大选择。

我坚信农村教育是有办法

的，是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在

哪里呢？我后来重点在两个字

上下工夫，这两个字叫“联合”，

就是联合各种力量来发展教

育。在实践中，我更加深刻地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让农民的孩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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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

我们跟晓庄师范联合，成

为她的第二附属小学，这样我

们的教师培训得到了加强；我

们跟幼儿园联合，这样我们的

生源质量就有了保障。我们还

尝试教育与经济联合，办校办

工厂、实验农场。可是不久，

我们的工厂跨了，我们的农场

也难以为继。尽管如此，我们

却有意外的收获。我们的实验

农场吸引了城市学生，他们来

这里学农。我们相机而行，在

1994年成立了专门提供给城市

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行知基地。

行知基地给正处于困境中

的行知小学带来了转机。2010

年，行知基地接待了 16000 多

名我国城市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接待了 600 多名外国学

生开展中华文化浸濡活动。 

2001 年，我在这里工作

满 20 年的时候，行知小学开

始建设美丽气派的新教学楼。

初的五里小学大门朝东，

1985年的行知小学大门朝北，

1994年开办行知基地后我们的

校门朝西，2001 年我们的新校

舍大门朝南。20 年学校门向转

了一圈，20 年磨一剑！

行知小学建成新校舍后，

周边 5 所小学合并过来。如果

不是坚持学陶 20 年，如果不

是开办了行知基地，这所小学

可能早已被撤掉了。

当然，我的行知路上苦辣

酸甜都有。但在我看来，辛苦就

是幸福，疲惫就是陶醉，奋斗就

是享受。人生每天不就24小时

吗？有人拿它打麻将，有人拿它

打游戏，我拿它从事我喜欢的教

育，何苦之有呢？所以， 重要

的就是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做

有意义的事情，那样就会乐在其

中，享受在其中。

我相信，带着这样一种感

觉来做事，小学校一定可以办

出大教育，小学校一定能做出

大文化，小学校一定能够干出

大事业。 

二、行知路上的感悟：

坚持、感激、成长，成就精

彩人生

这些年来，我观察人生，

体验人生，思考人生，似乎看

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

我的起点很低，小学五年，初

中两年，师范三年，我一共读

了十年书，中师毕业就出来工

作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精彩关

键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

否能够坚持，是否懂得感激，

是否不断成长。

选择很重要，但是比选择

更重要的是坚持。拿我自己来

说，我在办乡村教育的路上整

整坚持了 30 年。是 1 分选择

99 分坚持！

坚持下来，有一点点自

豪，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激这

个国家，感激这个时代，感激

关心学校发展的人。没有这些，

学校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格局

吗？我是1分自豪99分感激！

虽然取得一点成绩，但是

我知道我们还有更大的成长空

间。是 1分成绩 99 分成长！

一心坚持，可以选择好人

生的立足点；诚心感激，可以

把握好人生的平衡点；全心成

长，可以创造出人生的制高点。

下面我就将我同事的精彩

人生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李

亮。1981 年，李亮和我一起来

到这里，追寻行知梦，工作了

10 年。他非常勤奋，原本中

师生的他，后来读了本科，读

了硕士，又考到南京师范大学

读博士。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小

学语文教学规律，后来成为苏

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副主编。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刘明

祥，他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行知苑行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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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基地负责人。他比我小 8

岁，却比我早 3 年来到学校。

因为我来教书的时候，他正在

这里读 4 年级呢！他初中毕业

的时候，来找我，说他也要读

晓庄师范。我很高兴。后来，

他晓庄师范毕业的时候，又来

找我，说要回到行知小学任教。

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行知小

学 困难的时候，骨干教师纷

纷调出，他却要回来教书，这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他从 1990 年来这里工作，到

现在已经 21 年了，他把他的

青春奉献给了行知小学。他是

一个中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全国非常有名的青少年

活动教育专家。所以，一个人

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管起点多

低，只要有雄心壮志，哪怕在

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工作，他也

不会辜负他的青春。

李亮和刘明祥，用他们自

己的坚持、感激和成长，创造

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行知路上的追求：

学习陶行知先生，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

我们的学校叫行知小学，

是用陶行知先生的名字来命名

的。陶行知先生的精彩人生是

举世公认的。陶行知先生学

习工作过的著名高等学府，有

国内的金陵大学、东南大学，

有国外的伊利诺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他当了 10 年教授，

觉得要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面

貌，教育必须要下乡。于是他

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选择：

辞去大学教授的工作，到偏远

的南京北郊，创办了他心目中

的伊甸园、教育的伊甸园——

南京晓庄师范。

1927 年陶行知先生创办

的晓庄师范有三个特点：第一

个特点是“小”。小到什么程

度呢？小到第一批只招到 13

个学生， 多的时候只有 100

来个人。第二个特点是“穷”。

晓庄的校舍是学校成立以后师

生一起搭建起来的草房子。第

三个特点是“短”，寿命短，

只办了三年零一个月就被当时

的政府强行封闭，陶行知先生

遭到通缉，逃亡到日本。

就是这么一所学校，成了

举世闻名的学校。因为这里出

了陶行知，这里产生了影响世

界的生活教育理论。

后来陶行知先生又在重庆

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抗日战争

时期专门招收难童孤儿就学。

他还办过中学、小学、幼儿园、

工学团、通讯学校、社会大学

等等。

陶行知先生如何成为一

名教育大师的呢？这是跟他对

真理的探求有很大关系。陶行

知一生改过三次名。小时候他

的名字叫陶文浚，但在金陵大

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非常认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

便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陶知行。

这个名字用了 20 多年后，他

领悟到实践出真知，行动更重

要，所以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

晚年的陶行知又改了一次名，

他越来越觉得行和知是不可分

的，是没有办法排先后的，于

是他就又想到改名，但没找到

合适的词表示“知行合一”的

意思，于是他就把“行”“知”

二字合写，自己创造了一个字，

读作 gàn。至此，他真正做到

了“名”副其“实”。

1946 年，陶行知先生因

为劳累过度，刺激过深，在上

海去世，终年 55 岁。

陶行知先生具有博大的中

国文化造诣，精深的西方文化

修养，丰厚的教育实践底蕴。

这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的三

大因素。这三条，具备一条，

可算一个专家；具备两条，可

算一个大家；同时具备了三条，

才可能成为大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

习陶行知先生，用他的思想武

装我们的头脑，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

陶行知先生说，人要“立

大志，求大智，做大事”，我

要用自己的话给它加上一个注

解，就是“立大志，做小事；

立大志，做实事；立大志，做

新事”。我相信，把这个“小

事”、“实事”、“新事”做

到了，就做成了大事，就实现

了人生的精彩。

【杨瑞清，江苏省南京市

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全国师德

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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