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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出家做校长

能成为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

学校（以下简称“长乐职校”）校长，

孙源源说完全是机缘巧合，因为在此

之前，他的职业身份一直是私企老总，

没做过老师，也没教师资格证书。

接过一个烫手山芋

2000 年 5 月，孙源源在日本留学

5 年后回国，先是开办留学中介服务

机构，后来创办汉院中文教育机构，

既教外国人学中文，又举办中西方文

化交流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结

识了许多上海各界的名流，其中就有

上海教育圈的人。

2009 年的一天，上海卢湾区（2011

年，上海市卢湾、黄浦两区建制撤销，

设立新的黄浦区，下同——记者注）

教育局领导征求孙源源的意见：是否

愿意出任长乐职校校长？孙源源一口

人物 封面人物 当代教育家 / CONTEMPORARY EDUCATOR 
08 / 2015

“明年六月份，最后一届学生毕

业，这个学校就将不复存在了，你们

还要采访我？”

见到记者，上海长乐—霍尔姆斯

职业学校校长孙源源就乐呵呵地开门

见山了。

“作为学校的末任校长，你是否

为此感到遗憾？”记者顺着孙源源的

话问。

孙源源说，两年前，上海黄浦

区教育局关于学校停止招生的决定下

达后，除了少数有编制的老师可以由

教育局安置外，多数老师需要自谋出

路，“当时校园里的确有一种悲凉的

氛围”。

全校教师会议上，孙源源播放了

台湾歌手郑智化的《别哭，我最爱的

人》：“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

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

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

歌曲放完，孙源源对老师们说：

“即使明天被送去火化，今天我们也

要化妆，这是职业精神。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好的去处，你可以炒了我的鱿

鱼。但只要还在学校干，那就必须要

有职业精神。”

言辞一如既往地果敢有力。

老师们很快调整好的心态，校园

重新回归了快乐。

“据说，当初你出任长乐—霍尔

姆斯职业学校校长是为了给学校发展

探索出一条新路。结果学校却将被关

闭，你真没一点挫败感？”记者追问。

“真没有。相反，我很快乐，因

为这六年我学到了很多。学校关闭这

是大势所趋，不是谁的个人意志能够

决定的。”

采访中，身为职业学校的校长，

孙源源的兴趣并不在“职业”上，他

更愿意谈“教育”，谈自己六年校长

经历中的得意之作，谈每一次的幡然

醒悟。

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的学生在电影《花季》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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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我们学生和老师的素质

没有这么高！”

一圈考察下来，局长郁闷至极：

这个不能干，那个没法干，难道职业

学校真的只能关门？

有人建议：要不，让孙源源试试？

“学校都快办不下去了，你为什

么还要接手？当时教育局给你了优厚

的条件？”记者追问。

“没有没有！当时教育局和我们

的协议，简化一下说就是，创造了财

富归教育局，出了事情责任在我！”

孙源源解释说。

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私企老板的做

派！

“我一直想自己办个学校，可是

中国办学的门槛太高。现在机会来了，

我当然不肯错过！”

2009 年 4 月起，经卢湾区教育局

批准，长乐职校引进日本滋庆教育集

团作为运营管理支持方。滋庆教育集

团创始于 1976 年，在全日本各个大

城市拥有 68 所专业学院和一所为留

学生服务的语言学校，在校总人数达

4 万多人，在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可

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孙源源以日本

滋庆教育集团滋庆中国总裁的身份接

任学校校长，学校开始以日语教学为

最大特色，迅速建立起完善、畅通的

赴日留学通道。

孙源源在心中描绘了一个蓝图：

建一个挺刮的、高大上的职业学校，

改变以往人们对职业学校穷、破、烂

的刻板印象。

但是很快，孙源源就沮丧得连校

门都不想进了。

水土不服的 CEO

2009 年 3 月 25 日，孙源源至今

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

这一天，他走进了位于上海卢湾

区鲁班路 411 号的长乐职校，开始筹

备新学年招生工作。

虽然任命没有正式下达，学校老

师都知道这位曾经留学日本的不速之

客将会是他们的新校长。

“鬼子来了！”有人这样说。

对付“鬼子”当然不会客气。孙

源源想要个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没

有；那电脑有吗？也没有！

横竖不配合。

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孙源源就

深得日本滋庆教育集团总裁浮舟邦彦

先生的器重。大四那年， 已经修满学

分的孙源源就开始以集团总裁助理的

身份独立管理集团下属的语言学校。

毕业后，孙源源执意回国创业。

浮舟邦彦先生挽留未果，干脆聘请他

为日本滋庆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赠

上一笔创业资金。回国后，孙源源办

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办汉院，都是顺

风顺水。

在公司说一不二的 CEO，到了学

校连个办公室都要不到，孙源源实在

是窝火。

正式任命公布后，孙源源召开全

校教师开会，杀气腾腾地宣布：“挡

我者死！”

四字一出，会场哗然，这哪里是

“鬼子”，分明是“土匪”啊！

不过，老师们可不是那么容易吓

唬的，大家相信学校上空依然是“解

放区的天”。孙源源虽然得到教育局

的承诺——要的老师都可以留下，不

要的由教育局安置——但他并不想真

答应，虽然他很清楚，这并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一块馅饼。

长乐职校创办于 1994 年 4 月，

是上海市最早也是目前唯一一所中

外合作办学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

学校最早与澳大利亚霍尔姆斯学院合

作，开办之初形势不错。但不久之后，

随着国内学龄儿童数量的减少以及政

府对公办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职业

教育发展整体出现下滑趋势。毕竟，

出于兴趣选择职业学校在国内至今仍

然是不多见的，上普高还是绝大多数

家长和学生的第一选择。

孙源源说，长乐职校在这个大背

景中面临比其他纯公办或私立的职业

学校更大的困境。因为学校是中外合

作办学，国家的政策性支持学校往往

享受不到，但一些政策性限制学校又

必须执行。

“当时学校每学期学费是 2700 元

（2012 年秋季以后，国家已经实行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费制度——记者

注），1994 年是这个标准，15 年过去后，

2009 年我接任校长时，还是这个标准，

一分都没涨过，不能涨。”孙源源说。

尽管学费很低，学校招生还是越

来越困难。到 2009 年的时候，这所本

来就是区内规模最小的职业学校几乎

招不到学生了。

学校办到这个地步，关门似乎是

唯一的选择。但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看

看其他公办职业学校，似乎情况也好

不到哪里去。局领导讨论来讨论去，

决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日本考察职业

教育办学新模式。

孙源源成了这个考察团的最佳导

游人选。

在日本考察时，局长兴奋不已，

随行的一干校长们兴致似乎并不高。

“这个办法不错啊！”局长说。

“局长，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了，

不行的！”

“这个模式很好啊！” 

“局长，这个模式不适合我们的

国情！”

“这个学校的地真干净！”

能成为上海长乐—霍尔姆斯职业

学校（以下简称“长乐职校”）校长，

孙源源说完全是机缘巧合，因为在此

之前，他的职业身份一直是私企老总，

没做过老师，也没教师资格证书。



20

的拿谁开刀，一来尽可能不给教育局

添麻烦，二来这些老师是由教育局发

薪水的，走掉再招就得学校自己出钱

了。“多留下一个，就省一份成本。”

到底是做企业出身，孙源源的经营意

识很强。

最后，选择离开的只有五六位老

师，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到学校后，孙源源第一件全力以

赴的事情就是招生。虽然当时招生形

势很紧张，但学校却连一个像样的招

生方案都没有。孙源源组织人马连夜

制作招生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带人

到初中学校做招生演讲，通过各种形

式进行学校形象宣传。忙活了两个月，

5 月份招生结束，仅仅招到新生 30 人。

新学年开始，孙源源看着学校上

上下下里里外外，总是不顺眼。

学校老师有的有正式编制，有的

是合同工，同工不同酬，难免有人抱

怨不停。孙源源也想给合同制的员工

涨工资，但是办学成本是社会化的，

学费的定价是计划的，学校拿不出这

笔钱。

经常有老师在办公室里吃早餐，

又不及时清理，很多办公室又脏又乱；

同事之间背后说人长短的现象严

重；

学生大多无心学习，精力又旺盛，

上完课，教室里就像打过仗一样；

经常有老师管不住学生，孙源源

有时就会冲进教室把带头闹事的学生

抓到办公室罚站；

……

他引进一套企业管理办法：教室、

办公室实行 6S 管理，老师进出校门

必须打卡，不能迟到早退，校园里装

上 360 度监控摄像头……

老师和学生都不拿这些当回事，

不敢明着与校长对抗，压抑全写在脸

上。

“我那么想打造一所挺刮的学校，

怎么却弄得人人都这么不快乐、不幸

福呢？”曾经气势汹汹说出“挡我者

死”的孙源源沮丧到了极点。有几次，

站在校门口，他都没有勇气走进校园。

孙源源把卢湾区教育局领导拉到

学校。“我想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努力。

然后吐吐苦水，让他们再增加一点支

持力度。”

领导看了，听了，对孙源源说：

“你想让我们帮你是吧？我们都在帮

你，但我们帮不了你。你现在很困难

是吧？没有困难我们为什么要你来当

这个校长？”

丢下这两句话，教育局的人就走

了，剩下孙源源站在那里发楞。 

发现教育中无声的暴力

一语惊醒梦中人，自己就是来解

决问题的，那就应该选择面对。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时候，我像是站在山上，望

着山下的蚂蚁直着急：怎么爬得这么

慢？！怎么爬得歪歪扭扭的？！喂，

你爬错方向了！”习惯了企业管理的

孙源源总是喜欢制定一个标准，然后

进行严格的管理，所有人必须符合这

个标准。

孙源源意识到，虽然自己是出于

好心，但对别人不够尊重！

这大概与孙源源的个性有关。

他从来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上大

学前，他就不是省油的灯，“学生能

犯的错几乎都犯过”。后来念了法律

学校，毕业后在法院做了半年的书记

员，对社会的了解也比常人更多些。

日本留学五年，回来后做企业 CEO，

外圆内方修炼过好几年。当了校长，

行事做派与一般校长很不一样。

有一次，一个学生在体育活动时

自己不小心摔断了腿。幸好有保险，

家庭负担并不重，但家长还是找到了

学校，对孙源源说：“保险归保险，

那是我们应该得的补偿。事情出在学

校里，学校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孙源源想了想，非常严肃地对家

长说：“如果你一定要求学校给予补

偿，没有问题。但你要考虑清楚，你

拿了这笔钱以后，我会派人盯死你的

孩子，下了课除了上厕所我哪都不许

他去，只能乖乖坐在教室里，我要为

他的人身安全负责。”

这位家长想了想，悻悻离去。

还有一次，也是一位家长，言语

不合谈不拢，上来要打孙源源。孙源

源说：“想打我是吧？你一打，我就

出名了。来，我们去外面，到操场上，

当着你孩子、当着所有学生和老师的

面，我让你打！”

家长可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校

长，愣住了，松开了拳头。

但这种性格，在处理学生和老师

的问题上往往容易急躁。孙源源自己

检讨说，刚到学校时，大家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价值观，缺少共识，而他自

以为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学生和老

师指指点点，甚至带有镇压的心态。

一位老校长让他发现了自己身上

那种教育者的暴力。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外校的成人

高中班。这个班的学生很特殊，年龄

参差不齐，小的 16 岁，大的已经 25 岁，

都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办法进高中和职

校的一拔人。这个班先后在几所学校

借教室上课，因为惹事不断，屡被驱

逐，最后被安排到长乐职校。很快，

老师们投诉不断。

孙源源当即给对方学校施加压

力，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的学生。

到学校的头两年，孙源源每天早

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学生影响了学

校声誉而要求他们改变，这不是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接纳学生的不完美，

然后相信学生、鼓励学生为自己变得

更美好！

人物 封面人物 当代教育家 / CONTEMPORARY EDUCATOR 
0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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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和德育老师一起站在校门口向到

校的师生微笑问好。而所有学生必须

身着校服，微笑回礼。

让孙源源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成

人高中班所在学校的校长，一位曾任

某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的退休老太太，

竟然每天在校门口二十米开外的地方

拦截她的学生，时不时帮着这个学生

拉拉校服，提醒那个学生见到孙校长

要问好。

有一天早上，孙源源看着那位老

校长，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全错了。

“我不是在教育学生，而是在歧

视他们，因为骨子里我其实是想把他

们赶出学校。我太骄横了，赵校长，

您才是真正地爱学生，我向您忏悔道

歉。”孙源源走到老校长面前真诚地

说。

教师会议上，孙源源认真分析自

己的错误：这个成人高中班在学校借

教室上课，学校没有要求他们参加每

周的升旗仪式；每天的课间操，下午

的体育活动也从不邀请他们。他们在

学校没有得到“国民待遇”，这是学

校对他们最大的歧视。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教育学

生，前提是接纳他们，不能歧视他们。

我们不能要求学生不犯错误，犯错正

是他们成长的机会。很多事实表示，

在学校从不犯错的乖学生走上社会之

后往往会出现适合困难。”孙源源觉

得自己开始理解学生了。

“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学生影响了

学校声誉而要求他们改变，这不是教

育。真正的教育，是接纳学生的不完

美，然后相信学生、鼓励学生为自己

变得更美好！”孙源源发现自己好像

懂教育了。

缺乏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这样

的教育往往是充满暴力的，尽管这种

暴力是无声的，它对学生的伤害远比

单纯的体罚更为巨大。

“为什么我一直呼吁社会要改变

对一些职业的歧视性看法，而自己却

不知不觉在歧视别人。”孙源源依然

追问自己。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心深处，

自己对老师、对学生缺乏信任；不相

信别人，根源其实是缺乏自信。

让信任创造美好

勿庸回避，这是一个信任缺失的

时代。

许多人在疯狂网购，熟悉各种快

递服务，习惯使用各种打车软件……

我们可以把信任托付给陌生人，但对

身边的亲人、对周围的邻居、同事，

我们未必有足够的信任。

如果你是校长，在没有职称评审

制度的情况下，你相信老师们会认真

工作吗？

如果你是老师，你相信校长会一

碗水端平、会先人后己吗？

如果学生说，老师，以后的英语

就我让自学吧，我们会给他一个机会

吗？

孙源源说，自己对老师和学生缺

乏信任，同时他发现，老师和学生也

未必信任他。

长乐职校的毕业生在日本

学生参加黄浦区舞蹈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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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充满正气的团队

有一天，学校一位中层干部悄悄

告诉孙源源，有位老师说你好色贪财，

讲得有眉有眼的。

一个团队，如果流言四起，打小

报告成风，这个团队是没有力量的。

孙源源请那位老师到办公室，心

平气和地说：“有人告诉我，你在背

后跟别人说我好色贪财。”

那位老师想开口解释，孙源源用

手势阻止了他，继续说：“针对这个事，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你确实这样

子在说我，二是不相信你会这样做。

如果我相信你真的讲了，接下来我还

有两个选择，一是跟你当面交流把这

个事情说清楚，二是当作什么也不知

道。

你有没有讲我没有证据，无非两

个可能嘛，或者确实讲了，或者你没

讲。讲了，你有两个结果，一种结果

是你很幸运，遇到了好校长，不和你

计较；还有一种结果就是你麻烦大了，

什么时候校长给你穿个小鞋你都不知

道。如果没有讲，那太好了，你是好

同志。”

“如果我选择不跟你讲，其实就

是以‘莫须有’的方式推定你讲了。”

孙源源一下子把自己的底牌全部亮了

出来。

“校长，对不起，我确实讲了。”

这位老师已经流汗了。

“讲就讲了吧！我是男人，是男

人哪有不好色不贪财的。不过，我不

是坏男人哦。”孙源源说。

这次谈话以后，再没有人告诉孙

源源类似的消息。

孙源源说，老师会犯错误，这很

正常，可悲的是往往没人告诉他们，

有的人于是一错再错。“可能以后还

会有人背后说我什么，不过他们至少

知道我对这种事的态度了。”

他意识到，教师团队相互之间缺

少信任，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

观。这样的团队有形无实，在学生面

前缺乏足够的权威。当某中一个老师

受到学生挑衅时，他往往得不到团队

的有效支持，只能独立面对。孙源源

认为，这是现在老师觉得学生越来越

难管理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要打造一支充满凝聚力的团

队，他希望长乐职校的每一位老师都

有一股浩然正气。

正人先正己。

他没有给自己设单独的校长室，

而是和学校书记、副校长三人一起办

公，并且约定：有人找，不管是老师、

学生还是家长或校外其他人员，不管

是找谁，只要是公事，都在办公室谈，

全程公开，没有一点猫腻。

每次教师会议上，孙源源都要陈

述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反思。此外，

他还想到了一个办法：让老师写赞美

卡，把对同事的赞美写出来贴墙上。

开会时，每人发到 10 张定制的

感恩卡，孙源源要求每位老师至少当

场写一张赞美卡。“如果你觉得自己

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赞美的，那么你

自己就是垃圾！”孙源源的话还是充

满霸气。

虽然许多老师觉得这个办法太小

儿科，但看到同事赞美自己的话，看

到自己被认可，大家心里还是蛮开心

的。

从此，学校赞美墙隔三差五就会

有新的赞美卡出现。

有一天，孙源源发现一个他很讨

厌的老师被同事赞美了。他在赞美墙

前站了很久，反复默读卡片上的话。

“读着读着，我的心开始打开了。原

来是我错了，我讨厌他，不是他有多

不好，而是我没有看到他好的那面。”

孙源源说，现在自己最大的幸福，

就是站在赞美墙前，不是找有没有人

表扬自己，而是看其他人的好。虽然

缺点还在，但优点被放大了。有了赞

美墙之后，他觉得学校的风气“瞬间

就变了”。

孙源源终于体会到当校长的快乐

了。

让学生体验成功

我梦想、我专业、我自信，这是

孙源源为学校提出的口号。

“我们的学生就好像是打败的公

鸡，优良品都被其他学校选走了。”

孙源源并不避讳现实。

看看他想方设法招来的 30 名新

生，大多一脸的沮丧，也有人显得特

别亢奋，却并非因为学校和专业，纯

粹是荷尔蒙作用。孩子进了职校，家

长也抬不起头，而学长们的精神状态

也好不到哪里去。

怎么给学生一点信心？

学校德育处的老师来和孙源源商

人物 封面人物 当代教育家 / CONTEMPORARY EDUCATOR 
0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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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每年只有一半左右的老师会参

与。

“菩萨也救不了众生。与其想着

没来的人失落，不如看着来的师生快

乐。”孙源源倒是很坦然。

为了让师生体验成功，享受快乐，

孙源源想了不少办法。

长乐职校有综合高中部，与卢湾

高级中学合办，以升学为目标；中专

部，以就业为目标；国际部，以留学

日本为目标。

到学校不久，他问老师，什么样

的学校是大家公认的好学校？得到的

答案是升学率高。他再问，这个事很

难吗？回答是：难！很难！当时，学

校的高中部还没出过一个本科生。

孙源源定了一个政策，高中部以

后考上一个本科生，学校奖励一万块

钱。钱，他来想办法筹措，其他的，

老师们自己想办法。“反正教学上的

事我也不懂，学校每天四点半放学，

双休不补课，就让老师们自己在课堂

上下功夫吧。”

第二年高考结束，分数线公布那

天，教导主任深更半夜给他电话：“校

长，你说的话还算数吗？”孙源源没

明白什么意思。“我们考上了 7 个本

科。”教务主任的声音都有点颤抖。

7 万块，一分不少奖励给老师。

从此，学校高中部考上本科的

人数逐年上升。今年，参加高考的学

生共 52 人，本科上线 33 人，上线率

量建国六十周年庆祝的事，这让他灵

光一现：来一个步行六十里的活动？

想法一出来，孙源源自己都觉得

有点荒唐，当年 34 岁的他还没走过

这么远的路。但转眼一想：成就感往

往来自于完成自己认为不可能完成的

事情，万一真的走成了呢？

接下来的问题：走向哪里？

巧了，学校离上海松江大学城的

距离差不多六十里左右。这是许多学

生的目标，那就让他们去看看嘛。

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

动，孙源源决定自己带着德育处几个

同事试走一次，算是线路考察。消息

传出，有两个学生一定要求当志愿者，

还有一位学生家长也愿意一起走。孙

源源心里其实没有底，开始走的时候

心里还盘算着，真要不行走到半路开

溜吧。

上午 8 点，一行人从学校出发。

还没到中午，一开始兴奋不已的学生

变得沉默了，但是，没有人放弃。下

午 4 点多，他们全部徒步到达了目的

地。“一瞬间，我身体里产生一种说

不出的强烈化学反应，那应该就是成

就感了！”孙源源禁不住对自己刮目

相看，也坚定了开展这一活动的信心。

后来，这一活动被命名为“跋涉六十

里，走向大学城”，时间为每年国庆

长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

“万一出事怎么办？”有老师担

心安全问题。

“如果一个高中生大白天走几步

路我们都担心安全问题，这个国家还

有未来吗？”孙源源不以为然，在日

本，学生参加这样的远足活动太平常

了。

不过，孙源源也没强制师生参加。

因为是自愿参加，所有参与的老师不

发补贴，也没有加班费。所有参加远

足活动的学生都由区教育团工委和学

校代为办理了保险。

第一年，和孙源源一起走的只有

50 个人。以后，队伍逐年壮大，附近

学校和小区都有人参与进来。去年 10

月，参加活动人数达到 1500 人之多。

63.5%。

 “我无非是给了大家一个目标和

动力！”在孙源源看来，要取得分数

不是太难的事，而且他本人其实并不

在意这个成绩。“现在盯着学生分数

的人已经太多太多，应该有一个人不

看分数。”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我不扭曲学生

6 月 29 日上午，长乐职校 2015

届学生毕业典礼正在进行。

来自学校高中部的程天楠同学表

演的模仿秀乐翻了全场：薛老师一个

人走路总是低着头步履匆匆、孙校长

讲话时经常左手搭在右胳膊上、金校

长讲话喜欢踮脚、夏书记和人握手时

总是要抡上几圈……

程天楠说，小学时他换了 3 所学

校，初中换过 4 所学校，自己很期待

能够有一张毕业照可以反映他完整的

一段学习生涯。终于，他来到了长乐

职校，一待三年，非常开心，今年还

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职院校。

班主任高老师说，这孩子平时话

很少，刚才台上说的话比他在学校三

年加起来都多。

孙源源说，学校的这些活动都是

由学生自己策划、组织的。像这样的

毕业典礼，德育处老师也只是在彩排

时看一下。学校夏书记是从另一所职

校退休后返聘的，今年已经 64 岁，

他对自己被学生调侃一点也不生气：

“你教育了人家三年，还不允许人家

毕业了调侃你两句啊！”

 “一定要对学生笑，一定要让学

生笑！”孙源源认为，一所学校，如

果师生都不习惯笑，不会开怀大笑，

这所学校一定有问题。

作为校长，他最看重的是学生有

没有腔调（上海话，包含气质、风度

等意思，记者注）、是不是阳光。6 年来，

他最得意的事情是终于让长乐职校变

得名符其实了：现在，走入校园，每

一个人，校长、老师、学生、厨师、

保安……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学生影响了学

校声誉而要求他们改变，这不是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接纳学生的不完美，

然后相信学生、鼓励学生为自己变得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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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些同行眼里，孙源源

成了另类，这一度让他很苦恼。有一

位老校长对他说：“小孙啊，你就是

要另类，这正是你的价值所在啊！”

且看孙源源的另类之举：

中国的校服一直广为诟病。孙源

源说，校服是穿在学生身上的，他们

喜欢最重要。裙子短一点怎么了，都

什么时代了我们干嘛这么保守。于是，

长乐职校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的校

服我作主”活动。

校服学生可以自己作主，教室也

可以让学生自己布置啊。于是，再来

一场“我的教室我作主”。每个班发

500 元，教室、走廊学生爱怎么布置

就怎么布置。“墙都是学生自己刷的，

他们就舍不得弄脏了。”孙源源说这

话时显得有些狡黠。

学校有个小食堂，说出来很多人

不相信，那个地方原先是一个垃圾仓

库。学生看着它不顺眼，3 个月后，

垃圾仓库就成了食堂，而且布置得教

堂一样。

……

长乐职校的学生是幸福的，因为

他们有许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学校也

给了他们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开学典礼上，新生庄重地走过红

毯。学校希望以此告诉学生：不要自

卑，我们欣赏你；

教学楼一楼设有雨伞架，下雨天

50 把雨伞供学生自由使用，没有任何

手续；

每周升旗仪式上的学生讲话，学

校从不检查，学生想说什么都可以；

……

“我愿意把学校交出去。”孙源

源对记者说：“至少在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里，我不扭曲学生。”

不过，孙源源有时也会质疑自己：

学校从 2010 年就开始进行弟子规教

育，可是计划上午 8 点半开始的毕业

典礼因为许多学生迟到最后拖到 9 点

10 才开始；代表学校参加上海市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五个学生有两人最

后关头说不去就不去了；平时自己想

叫学生做点什么事，经常有学生不乐

意……这样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孙源源在 2014 学年最后一

天的教师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他说自

己还没有完全想好，“我们应该算是

成功的吧？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

独立人格的人，我们希望学生个性张

扬有主见，自然不能再期待学生唯唯

喏喏、惟命是从，是吧？”

这一次，孙源源似乎底气不是很

足。

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或许，教育者对自身的反思和质疑，

正是因其对教育有一份敬畏之心。 

把学校交出来

人物 封面人物 当代教育家 / CONTEMPORARY EDUCATOR 
08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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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孙源源都不像校长，倒

像个阳光大男孩——嗯，可能老了点，

他刚过不惑之年，不过离老顽童还有

不小的距离：

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架遥控飞

机，没事就拿出来玩一把；

到日本留学后，他每年献血两次，

每次 400C。回国后依然如此，至今已

有 18 年；

任长乐—霍尔姆斯职业学校校长

后，他在私家车后窗上贴上“劳动最

光荣”五个字；

不论是采访时，还是在教师会议

上，或是在学期末的孙源源个人答谢

会上，孙源源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

有什么说什么，不藏着掖着，更不端

“即使可能上当，我也不放弃信任”
—— 对话孙源源

着。讲到兴头上，还不时发出“哎

呀——”“当——然”“是哦——”“对、

对、对”这种很有感情彩色的词汇。

他对记者说的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是“梦想”“信任”。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流亡贵族

Q：你和我以前采访过的校长都

不太一样，你自己也说被许多人视为

另类。从企业跨界到学校，这最多只

是部分原因。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

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子？

A：可能骨子里，我总觉得自己

是一个流亡贵族吧。我爷爷是浙江的

老地下党员，新华书店离休干部。刚

解放时，他有自己的小车，月薪两百

大洋，很厉害哦。后来，坐了八年牢，

平反还是胡耀邦批示的。

爷爷当年感觉形势不对头后，就

托朋友把他儿子、也就是我爸爸藏到

了义乌乡下。我爸爸那时候是杭二中

的学生，他后来和我妈妈——一个当

地姑娘结婚，在义乌粮食局工作。我

是在农村长大的，三岁那年，妈妈因

病过世，爸爸一个人照顾不了我，我

被寄养到舅母家里。

我很调皮，读书时成绩并不好，

学生能犯的错误我几乎都犯过。高三

最后一年拼了一把，考上了高中中专，

一个法律学校。那时候能考下中专已经

是了不起的大事了，村里放电影庆祝。

 本刊记者   茅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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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后来怎么去的日本留学？

A：法律学校毕业后我在法院做

了半年的书记员。也是很巧，爷爷和

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是朋友，这位教

授又认识日本滋庆教育集团总裁浮舟

邦彦先生。有一天，这位教授跑到我

爷爷那里打麻将，随口问了我一句：

小孙，想去日本留学吗？我说，好得

喽！于是就去了日本。先是在语言学

校学习了一年，语言关过了，读了一

个本科。

Q：听说你当时获得了日本文部

省的最高奖学金，可以硕博连读，可

是你放弃了，为什么？不纠结吗？

A：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对

学历产生了依赖。本科毕业，学历不高，

我会很努力；有了高学历，我可能就

会求稳，不敢去闯荡。

这是个重大决定，我在日本打工

做快递时认识的老板给了我勇气。那

时我送了五年的报纸，这个工作，一

不需要跟人交流，我有很多时间想问

题，二有很多报纸可以随便看。另外，

收入确实不错。

我打工的老板是日本名牌大学毕

业，在东芝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员工

后，继承家业成为快递公司的小老板。

他对我说，小孙啊，从漫长的人生来

看，喜欢最重要，你要问自己的内心，

什么是你最想要的。

因为我用打工挣的钱及时付清学

费，学习也很努力，大三时已经修完

了全部学分，浮舟邦彦先生对我印象

很好，希望我能留下做他的总裁助理。

我说，对不起，我想回国自己做老板。

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没想好！他说，

好，我给你一笔启动资金。

这样我就回国了。

树立校长的权威
不是最重要的

Q：我查过资料，你回国后事业

发展挺顺利的。倒是做校长后遇到不

少难处，而且明年学校就要关闭了，

你真没有一点失落感？

A：没有失落。这样一个平台，

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这几年，学校

培养了七八百学生，这是我非常骄傲

的一笔财富。我敢说，十年以后，长乐 -

霍尔姆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会成为社

会精英，不比名校学生差。

做校长，让我懂得了等待。问题

不是一天形成的，菩萨也救不了所有

人。告诉对方问题在哪里，有人选择

明天就改变，有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改

变，那是他的事。你着急也没用，硬

掰会断的。做了自己能做的，其他就

顺其自然吧。

Q：如果再有机会做校长，还会

说“挡我者死”这样的话吗？

A：哈哈，不会了不会了。那时

候不懂，那样讲其实是给自己壮胆，

说到底是不够自信。如果再做校长，

我肯定一开始就尊重老师，用文明的

方式做管理，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比树

立校长的权威重要。

Q：你不担心老师不听话，不服

从你的管理吗？

A：这还是一个信任问题。我相

信老师是明理的一个群体，只要形成

了共同的价值观，大家有共同的工作

目标和追求，管理上就不会出现大问

题。

让自己成为
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Q：你很喜欢讲信任。你自己有

没有被骗的经历？

A：当然有了。刚从日本回来不

久，遇到一对夫妻抱着小孩子，说来

上海找亲戚没找不着，问我借一百块，

还要我留下地址。朋友们知道后就笑

话我，说我被骗了。我想怎么会呢，

他们都要我留下地址的。若干天后，

我又看到了他们了。当时的确不些开

心，可是后来一想，他骗我，是因为

我比他有钱。我比他有钱，这不是坏

事嘛。我就这样解放了自己。

还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出差，遇到

一个来自香港的背包客，问我借一千

块。一千块比一百块多哦，我给了他

一张名片。哈哈，有期待就有失望了。

不过，我相信我还是比他有钱。

    

Q：那你还坚持信任别人？

A：现在社会的确是价值观混乱、

信任缺失。你东西被偷了，周围的人

不怪小偷，怪你自己没防备。许多人

教育孩子这个不能信，那个不能信，

貌似教会了他许多，问题是这样成长

起来的孩子他会幸福吗？。

Q：选择信任，结果上当受骗，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

A：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

已经习惯于不相信任何人了。我曾经

在一个高大上的学校，参加过一个高

大上的教育会议，参会的都是名校校

长。中午自助餐时，几乎所有的校长

都挎着包在排队，很少有校长把包放

桌子上再去取餐的。

你不觉得这一幕太可怕了吗？一

个封闭的环境中，几百个名校校长，

他们还下意识地提防着别人。这样的

生活品质太低了。我们怎么去教育学

生相信这个社会？

在日本留学和到其他国家旅行

时，我从来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有如

此的不信任。

Q：你的意思，我们应该冒险信

任别人？

A：我曾听一位女大学生讲过这

样的话：与其在怀疑、提防中度过一

生，我宁可选择信任别人哪怕因此上

当受骗。信任别人是需要勇气的，那

么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值得别人

信任的人，比如不要用说谎来为自己

谋利。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认

识：即使可能会上当受骗，我也不放

弃信任，这不是自己有多伟大，而是

为了自己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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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忘我。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快乐。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停滞。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我的导师：浮舟邦彦。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努力地活着。

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 

喝多的时候，爱吹牛。

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冰天雪地里，开着我的红车，迷失在深山的

雪林里。没有导航，没有手机信号。

 

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不守时。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健康的身体。

你最奢侈的行为是什么？

与朋友打麻将。

 

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

失去。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听话。

 

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没有。

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说假话的领导。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一诺千金。

普
鲁
斯
特
问
卷 

问
源
源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

都要死的，干点实事吧。

你最喜欢女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善解人意。

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

失信于人。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诚信。

 

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 

老爸。

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死在路上，而不是等待中。

        

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成就感。完成一个困难的挑战时。

如果你可以做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多些时间陪伴他们。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高中毕业后，就不读书。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真善美。

你认为现实中的幸福是怎样的？

平淡。

虚构人物中，你认为谁是英雄？

孙悟空。

你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

诚信。

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挑战与好奇的心。

你觉得自己最有底气、最自豪的能力？

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