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手拿刀，以切掉病变
组织器官来换取暂时的生命
延续; 右手拿药，用抗生命的
物质治疗疾病”，这是自医学
诞生 2500 年来，人类解决疾
病痛苦的传统手段，如果有
一天，医生扔掉手术刀，只需
注射肉眼看不到的“细胞”便
可驱走“病魔”，这是不是天
方夜谭？然而科学绝对不是
神话，我国医学最高科研机
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3 0
年实验硕果——— 干细胞治疗
技术如今落户 45 6 医院( 空
军济南医院) ，为广大“绝症”

患者带来希望！

生命 从起点开始

“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
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
的原始细胞，是生命的起源
细胞，它可以分化成多种功
能细胞或组织器官，因此又
被称为万能细胞。”456 医院
( 空军济南医院) 细胞生物治
疗中心的专家为我们揭开了
干细胞的神秘面纱。“通俗点
说，干细胞就像一颗种子可
以长出树干、树杈、树叶，开
花和结果，从而延续生命。例

如，针对肝硬化病人，当干细
胞被移植到患者坏死的肝脏
组织后，干细胞便在肝脏微
环境调节下‘入乡随俗’地分
化为肝细胞，修复或取代损
坏、死亡的细胞，从而明显地
改善了患者的肝功能。同理，
当干细胞被移植到脑瘫患儿
体内后又可分化成神经元细
胞修复受损的脑组织，促进、
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生
长发育，改善大脑的功能。”

它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鉴于干细胞在再生医学

中的巨大价值，456 医院( 空
军济南医院) 领导班子高瞻
远瞩，建立了细胞生物治
疗中心。据了解，该中心由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
团队和 45 6 医院( 空军济南
医院) 携手合作建立。军科院
早在 30 年前就致力于这一
前沿技术的研究，如今这
项 技 术 已 达 世 界 先 进 水
平。为了让这一技术更好
地和本院接轨，中心花巨
资建立了全省最大的标准
化万级净化层流实验工作
室。目前，细胞生物治疗中

心配备了多名副高级以上
职称、硕士以上学位、专门
从事临床细胞治疗的专业
人员。

八种绝症成“可治之症”

“干细胞最神奇之处在
于它突破了传统药物、手术
等常规治疗方法已无效的疑
难病或不治之症，对部分疾
病能起到目前常规治疗手
段难以达到的效果。”细胞
生物治疗中心的专家介绍。
“在过去，脑瘫、脑萎缩、脑
中风后遗症、脑损伤后遗

症、脊髓损伤、糖尿病并发
症、肝硬化、肝纤维化等疾病
基本上可以说是绝症，传统
的药物治疗或是康复治疗
往往治标不治本，无效或是
效果不明显，而如今，干细
胞治疗技术可为这些患者带
来福音。”

为了方便广大病友了解
这一高端医疗技术成果，即
日起，456 医院(空军济南医
院)开通了细胞生物治疗专
线：0531-85938688 。为便于
细胞培养及床位安排，来院
前请先拨打电话预约。

干细胞系列之一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30 年研究成果

干 细 胞 揭 开 神 秘 面 纱
主要用于治疗脑瘫、脑 萎缩、脑中风后遗症、脑损伤后遗症、脊髓损伤、糖尿病并发症、肝硬化、肝纤维化等

沪股(600621-600880)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600621 上海金陵 7.88 3 . 28 多空力量均衡，暂观望
600622 嘉宝集团 13 .15 0 . 15 高位震荡，注意风险
600623 双钱股份 21 .12 -2 . 09 单边上攻，跟踪
600624 复旦复华 9.65 1 . 26 盘升趋势未坏，暂观望
600626 申达股份 8.25 1 . 1 保持强势，跟踪
600628 新世界 14 .6 0 . 9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629 棱光实业 16 .38 -1 . 33 行情价位已高，观望
600630 龙头股份 9.66 -2 . 13 延续上行趋势，观望
600631 百联股份 17 .79 1 . 08 盘升态势维持，可持有
600634 *ST 海鸟 12 .47 4 . 97 涨停，关注
600635 大众公用 8.24 -2 . 14 强势整固，暂观望
600636 三爱富 11 .55 -1 . 53 强劲上升行情，关注
600637 广电信息 8.38 0 停牌
600638 新黄浦 11 .84 -2 . 63 平衡态势未打破，观望
600639 浦东金桥 10 .34 -2 . 82 消化短线浮筹，跟踪
600640 中卫国脉 11 .65 -2 . 59 维持震荡整理，谨慎跟踪
600641 万业企业 8.89 -2 . 52 形态保持良好，可跟踪
600642 申能股份 9.04 -2 . 27 有震荡趋势，暂持有
600643 爱建股份 11 .07 3 . 26 上行趋势，持有
600644 乐山电力 16 .78 1 . 27 短线有转弱迹象，不参与
600645 ST 中源 9.89 -2 . 75 抛压逐步增大，择机暂退
600647 同达创业 15 .86 -2 . 46 短线上冲过快，注意回调
600648 外高桥 14 .4 -1 . 71 上档抛压在消化，观望
600649 城投控股 9.65 -2 . 03 上行动能待加强，跟踪
600650 锦江投资 13 .3 0 . 45 继续酝酿上攻，跟踪
600651 飞乐音响 13 .78 -1 . 22 上行动能较强，暂持
600652 爱使股份 7.06 -1 . 67 量价配合，仍具上升趋势
600653 申华控股 4.3 2 . 63 支撑较强，择机买入
600654 飞乐股份 6.63 1 . 07 放量加速拉升，暂观望
600655 豫园商城 17 .12 -1 . 27 短线有支撑，可关注
600656 ST 方源 8.19 -2 . 03 换档上攻，面临阻力区
600657 信达地产 7.27 0 主力控盘，持仓
600658 电子城 10 .6 0 . 38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600660 福耀玻璃 13 .41 -1 . 97 多均线支撑，参入
600661 新南洋 10 .19 0 . 59 强势上涨，关注
600662 强生控股 9.12 -2 . 98 仍具走高意愿，暂观望
600663 陆家嘴 21 .39 -3 . 3 强势调整，观望为宜
600664 哈药股份 25 .5 2 . 45 拉升途中，跟踪
600665 天地源 5.46 -2 . 15 重心逐步上移，关注
600666 西南药业 12 .77 0 . 87 强势拉升，择机卖出
600667 太极实业 9.12 10 . 01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668 尖峰集团 9.47 0 量能尚未释放，慎持
600671 天目药业 14 .73 -1 . 93 后市有回调要求
600673 东阳光铝 20 .43 -0 . 49 盘升之中，暂观望
600674 川投能源 17 .48 2 . 4 相对强势，跟踪
600675 中华企业 7.18 0 停牌
600676 交运股份 8.07 -1 . 47 短线注意风险，逢高出
600677 航天通信 15 .22 0 . 26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0678 ST 金顶 6.08 -0 . 82 上攻能量充足，持有
600679 金山开发 10 .77 1 . 7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600680 上海普天 14 .49 -0 . 82 强势上行，关注
600682 南京新百 10 .96 0 抛压较重，暂不介入
600683 京投银泰 7.98 -3 . 04 仍有上升空间，积极关注
600684 珠江实业 12 .29 -2 . 61 维持上行态势，关注
600685 广船国际 26 .95 -2 . 32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686 金龙汽车 10 .41 0 . 48 震荡上行，持有
600687 刚泰控股 11 .27 1 . 35 主力逐渐出货，观望
600688 S 上石化 8.97 -1 . 21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689 上海三毛 10 .53 0 . 38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600690 青岛海尔 26 .72 -0 . 34 支撑较强，参入
600691 *ST 东碳 10 .76 0 停牌
600692 亚通股份 10 .25 -0 . 87 趋势向上，择机参与
600693 东百集团 13 .96 4 . 57 多空交投平稳，跟踪
600694 大商股份 58 .44 5 . 89 追高将有风险，观望
600695 大江股份 6.49 -0 . 46 上攻量能充足，介入
600696 多伦股份 6.03 -1 . 31 短线盘口有异动，跟踪
600697 欧亚集团 29 .27 1 . 92 重心上移，后势向好
600698 ST 轻骑 7.12 -1 . 93 重心缓慢上移，参与
600699 *ST 得亨 9.23 0 停牌
600701 工大高新 6.19 0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702 沱牌曲酒 22 .8 0 上档压力仍大，谨慎持有
600703 三安光电 45 .9 4 . 37 短线整理状态，观望
600704 中大股份 22 .09 1 . 38 多均线支撑，跟踪
600706 ST 长信 13 .29 4 . 98 涨停，关注
600707 彩虹股份 19 .47 1 . 35 盘口渐趋活跃，持有
600708 海博股份 9.36 -1 . 27 指标需修复，观望
600710 常林股份 11 .91 -2 . 22 主力做多动能增强，关注
600711 ST 雄震 19 .41 4 . 98 涨停，关注
600712 DR 南宁百 12 .21 8 . 53 维持上攻势头
600713 南京医药 15 .04 2 . 87 上行步伐沉重，控制风险
600714 ST 金瑞 13 .99 -1 . 27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600715 ST 松辽 11 .05 1 . 28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716 凤凰股份 6.78 -2 . 45 做多动能增强，关注
600717 天津港 9.85 -2 . 28 股价有上升趋势，关注
600718 东软集团 18 .88 -1 . 51 上攻欲望强烈，积极关注
600719 大连热电 10 .04 1 . 11 波段顶部，谨慎持股
600720 祁连山 18 .44 -2 . 33 升势可延续，跟踪
600721 ST 百花 15 .86 -1 . 43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722 *ST 金化 6.36 2 . 09 在目前价位蓄势，观望
600723 西单商场 15 .96 3 . 1 介入风险大，暂不追
600724 宁波富达 7.8 2 . 36 振荡蓄势，择机介入
600725 云维股份 10 .9 -2 . 33 支撑较强，择机买入
600726 华电能源 4.01 -1 . 23 振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728 ST 新太 14 .97 0 停牌
600729 重庆百货 53 .96 3 . 91 继续上扬，跟踪
600730 中国高科 8.87 -0 . 67 局部头部，注意风险
600731 湖南海利 8.55 -0 . 93 短线逢高减磅
600732 上海新梅 8.73 -2 . 68 携量走高，后市仍有上升
600733 S 前锋 22 .5 -1 . 4 单边上攻，跟踪
600734 实达集团 6.21 -2 . 36 短线上冲过猛，注意回调
600735 新华锦 12 .65 0 . 72 面临选择，适当跟踪
600736 苏州高新 6.06 -2 . 88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737 中粮屯河 18 .28 -0 . 92 保持强势，跟踪
600738 兰州民百 10 .47 0 . 96 放量上攻，持有
600739 辽宁成大 37 .96 -0 . 55 上行欲望仍存，跟踪
600740 *ST 山焦 9.21 -1 . 71 上行趋势，持有
600741 华域汽车 13 .79 0 . 22 延续上行趋势，观望
600742 一汽富维 38 .73 1 . 55 延续上攻行情，谨慎跟踪
600743 华远地产 7.02 4 . 15 箱形振荡，低吸高抛
600744 华银电力 5.2 0 . 19 上升途中休整，暂观望
600745 中茵股份 8.97 -1 . 97 上行动能较强，暂持
600746 江苏索普 9.93 6 . 66 延续上攻行情，持有
600747 大连控股 6.14 -0 . 49 波段高位，注意风险
600748 上实发展 9.6 -3 . 42 回调空间收窄，持有
600749 西藏旅游 15 .84 -2 . 4 放量加速拉升，暂观望
600750 江中药业 41 .21 0 . 32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600751 SST 天海 11 .44 1 . 78 强势拉升，注意风险
600753 东方银星 8.6 -1 . 26 换档上攻，面临阻力区
600754 锦江股份 26 .17 1 多均线支撑，参入
600755 厦门国贸 9.02 -2 . 06 多空有争夺，防风险
600756 浪潮软件 18 .04 -4 . 25 强势上涨，关注
600757 *ST 源发 7.35 0 停牌
600758 红阳能源 11 .79 -1 . 26 强势上行，关注
600759 正和股份 6.76 3 . 21 短线有回调要求，谨慎
600760 东安黑豹 16 .5 1 . 85 向下寻求支撑，观望
600761 安徽合力 19 .19 0 . 31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600763 通策医疗 18 .82 1 . 51 上升动能积聚，暂观望
600764 中电广通 8.94 -1 . 11 抛压增大，逢高暂退
600765 中航重机 21 .58 -1 . 86 有主力介入，择机买入
600766 园城股份 8.55 -0 . 58 强势上扬行情，持有待沽
600767 运盛实业 5.79 -2 . 85 强势上拉，保持关注
600768 宁波富邦 10 .59 1 . 24 强势上行，关注后市
600769 *ST 祥龙 6.69 -1 . 76 行情价位已高，观望
600770 综艺股份 24 .86 0 . 65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771 ST 东盛 7.24 -1 . 76 重心缓慢上移，关注机会
600773 西藏城投 24 .2 1 . 64 强劲上升行情，关注
600774 汉商集团 10 .05 2 . 76 维持上行态势，关注
600775 南京熊猫 9.52 1 . 49 短线上冲过快，注意回调
600776 东方通信 5.98 0 . 5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0777 新潮实业 7.56 3 . 28 震荡上行，持有
600778 友好集团 17 .3 6 . 07 强势拉升，择机卖出
600779 水井坊 28 .4 2 . 2 拉升途中，跟踪
600780 通宝能源 6.52 -1 . 21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781 上海辅仁 15 .63 0 . 71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782 新钢股份 6.99 -1 . 69 重心缓慢上移，参与
600783 鲁信高新 34 .45 5 . 55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600784 鲁银投资 11 .57 -1 . 87 震荡上行，持股观望
600785 新华百货 34 .69 3 . 99 均线反压，震荡走低
600787 中储股份 9.07 -1 . 2 震荡上升格局，持股
600789 鲁抗医药 10 .42 -0 . 67 上升通道中，持股
600790 轻纺城 10 .97 -0 . 18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791 京能置业 5.86 -1 . 01 继续震荡蓄势，关注
600792 ST 马龙 14 .36 -0 . 21 继续上扬，跟踪
600793 ST 宜纸 11 .44 -1 . 12 上攻欲望强烈，积极关注
600794 保税科技 14 .83 0 . 2 盘升趋势未坏，暂观望
600795 国电电力 3.44 -1 . 43 均线支撑较强，关注
600796 钱江生化 9.65 1 . 37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797 浙大网新 7.91 0 . 13 后市有回调要求，减磅为宜
600798 宁波海运 5.17 -2 . 82 主力做多意愿强烈，介入
600800 ST 磁卡 7.05 -0 . 7 上方压力重重，观望
600801 华新水泥 19 .88 -0 . 55 向上拓展空间，参与
600802 福建水泥 7.85 -1 . 63 振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803 威远生化 13 .58 1 . 49 保持强势，跟踪
600804 鹏博士 11 .47 1 . 06 单边上攻，跟踪
600805 悦达投资 18 .94 -0 . 21 延续上行趋势，观望
600806 昆明机床 12 .25 -2 . 55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807 天业股份 17 .72 9 . 99 涨停，关注
600808 马钢股份 3.99 -0 . 75 多空力量均衡，暂观望
600809 山西汾酒 76 .13 5 . 44 上行动能较强，暂持
600810 神马股份 12 .8 -2 . 29 上行趋势，持有
600811 东方集团 7.89 2 . 47 股价上拓空间，可跟踪
600812 华北制药 14 .28 0 . 07 上升形态未变，持股
600814 杭州解百 9.21 2 . 33 强势整固，暂观望
600815 厦工股份 13 .32 -1 . 26 盘升之中，暂观望
600816 安信信托 13 .6 0 停牌
600818 中路股份 23 .02 1 . 05 总趋势向上，低吸高抛
600819 耀皮玻璃 12 .22 6 . 91 上方压力加大，暂不追高
600820 隧道股份 12 .92 -2 . 49 多均线支撑，参入
600821 津劝业 6.92 -0 . 57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600822 上海物贸 10 .84 -0 . 18 平衡态势未打破，观望
600823 世茂股份 14 .79 -4 . 02 有上行欲望，跟踪
600824 益民商业 8.46 0 . 48 强势上行，关注
600825 新华传媒 10 .63 0 停牌
600826 兰生股份 22 .25 -0 . 09 消化短线浮筹，跟踪
600827 友谊股份 22 .17 2 . 31 短线有转弱迹象，不参与
600828 成商集团 22 .46 7 . 21 维持上行态势，关注
600829 三精制药 28 .45 2 . 12 抛压较重，暂不介入
600830 香溢融通 13 .29 5 . 14 放量加速拉升，暂观望
600831 广电网络 11 .67 -1 . 77 震荡上行，持有
600832 东方明珠 10 .81 -3 . 14 趋势向上，择机参与
600833 第一医药 14 .06 -1 . 33 相对高位，获利出局
600834 申通地铁 13 .51 -1 . 31 波段顶部，谨慎持股
600835 上海机电 12 .66 -1 . 17 强势上涨，注意风险
600836 界龙实业 14 .88 1 . 29 小碎步上行，关注
600837 海通证券 11 .97 -2 . 05 底部逐步抬高，关注
600838 上海九百 10 .49 3 . 15 重心缓慢上移，参与
600839 四川长虹 4.23 -2 . 08 短线逢高减磅
600841 上柴股份 17 .29 -2 . 32 换档上攻，面临阻力区
600843 上工申贝 18 .05 -1 . 2 震荡蓄势，有向上要求
600844 丹化科技 20 .42 -1 . 5 强势上涨，关注
600845 宝信软件 31 .41 -4 . 56 发力上攻，关注
600846 同济科技 9.04 -0 . 11 维持震荡整理，谨慎跟踪
600847 ST 渝万里 17 .52 -1 . 52 重心上移，后势向好
600848 自仪股份 15 .64 -0 . 76 上攻欲望强烈，积极关注
600850 华东电脑 29 .53 -1 . 11 强势反弹，持股为主
600851 海欣股份 6.38 1 . 11 量能有效放大，关注
600853 龙建股份 5.1 0 . 99 继续酝酿上攻，跟踪
600854 ST 春兰 6.72 0 . 15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855 航天长峰 16 .43 -4 . 42 面临较大抛压，暂可持有
600856 长百集团 7.59 -0 . 13 振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857 工大首创 10 .45 1 . 46 短线上冲过猛，注意回调
600858 银座股份 28 .46 1 . 72 多均线支撑，跟踪
600859 王府井 48 .52 4 . 12 涨幅已高，注意风险
600860 *ST 北人 7.68 -0 . 52 量价配合，仍具上升趋势
600861 北京城乡 11 .35 0 . 27 上涨动能渐失，减磅为主
600862 南通科技 13 .57 3 . 35 单边上攻，跟踪
600863 内蒙华电 9.4 1 . 84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0864 哈投股份 9.39 -2 . 59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865 百大集团 8.91 1 . 14 强势拉升，注意风险
600866 星湖科技 16 .44 -0 . 36 上档抛压加重，注意风险
600867 通化东宝 18 .69 0 . 43 上升趋缓，注意风险
600868 ST 梅雁 3.55 -1 . 11 多空有争夺，防风险
600869 三普药业 23 .35 -1 . 77 获利盘较重，减磅
600870 ST 厦华 5.74 -1 . 88 仍具走高意愿，暂观望
600871 S 仪化 10 .67 -2 . 2 短线有回调要求，谨慎
600872 中炬高新 9.99 4 . 83 上行动能待加强，跟踪
600873 五洲明珠 31 .05 5 . 94 主力做多动能增强，关注
600874 创业环保 7.43 0 . 54 上行趋势，持有
600875 东方电气 37 .34 0 . 38 支撑较强，择机买入
600876 ST 洛玻 8.11 -2 . 17 形态未变，仍可持股
600877 中国嘉陵 12 .78 9 . 98 涨停，关注
600879 航天电子 16 .13 -0 . 86 多均线支撑，参入
600880 博瑞传播 21 .92 0 . 5 高位震荡，注意风险

个股简评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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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孔融该让梨吗？

“传统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
义务，以为多讲讲无私的故事就
能真的让人变得无私起来。”崔武
向天一指，“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
圣人，这就像空中楼阁。”

一辆银灰色轿车驶过南京市
郊浦口区一条铺满黄褐色泥浆的
路，停在一所小学校门前。

每隔几天，崔武总要抱着厚
厚一摞“教案”，离开位于市中心
的办公室，驱车来到这所乡村小
学义务教书。

这位“志愿者”今年41岁，16
年前，他是一名乡村中学的语文
教师，现在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他所传授的内容也不再
是语文，而是令很多小学教师感
到陌生的公民教育。

刚一见面，崔武就给老师们
出了个难题。
“一个大梨摆在兄弟俩面前，

怎么分才对？”
“哥哥应该向孔融学习，让给

弟弟吃。”他自问自答，老师们频
频点头。
“那如果哥哥和弟弟都特别

想吃呢？”崔武蹙着眉，继续发问。
“还是应该让给弟弟吃，这就

是更好的让梨故事了，对小孩的
教育意义更大。”一位教师似乎颇
有把握，急着插话。
“不对！”崔武早有准备，“在

现实生活中，面对利益纷争，有多
少人真的肯扼杀自己的需要而去
讲礼让呢？”

他又问在场的老师，如果采
用哥哥切梨，弟弟挑梨的分梨方
法，会不会更容易被兄弟俩同时
接受呢？很多老师想了想说：“风
度不够，但是很公平。”
“传统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

义务，以为多讲讲无私的故事就
能真的让人变得无私起来。”崔武
向天一指，“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
圣人，这就像空中楼阁。”

在这位律师眼中，公民教育
的实质是重视个体权利意识的培
养，而这与一味强调履行义务的
传统“圣人教育”模式截然不同。
“从学习尊重自己的分梨权

开始，慢慢学会尊重自己的财产
权、隐私权，这就是一个小公民的
养成之道。”坐在办公室里，崔武
表情严肃地说。

寻找合作者

“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
培养圣人，培养状元，培养英雄，
唯独没有培养大百姓，所以传统
教育下的学生要么有依赖人格，
要么有专制人格，要么有暴力人
格，唯独缺少公民人格。”崔武说。

崔武的“对手”是中国传统的应
试教育。16年前，在江苏省东台市做
初中老师时，他感到教育的意义似
乎就是“那些分数”。所有学生被分

成两类——— 好学生和差学生。
“所以我就变成教育界的叛

徒了！”他推推眼镜，自嘲道。
崔武转行成为一名律师后，

同样面临困惑：一些委托他代理
案件的群众，还没开庭便因为私
人利益而分崩离析；一些涉及政
府利益的案件，法院根本不接受
诉讼申请。

经过深入思考，他开始将问
题的源头指向公民教育。
“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公民社

会，如果人人都珍惜自己的权利，
并且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
能力，公权力还会如此不受制约
吗？”崔武抬高了语调，“归根结
底，就是教育的问题，就是教育臣
民还是教育公民的问题！”

2009 年 3 月，“叛逃”教育多年
的崔武试图“回归”。他搜集了南京
市 50 所重点中小学的联系方式，然
后购买了信封和邮票，忙活了大半
天，终于将题为“合作建立公民教育
基地”的信件寄往每一所学校。

最后，只有以继承陶行知先生
办学理念而闻名的行知小学校长杨
德清一人给予回复。
“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只要他

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
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
崔武一字一句地诵读出这番话。

崔武挤挤眼睛，“这是陶行知早
在1919年就提出的公民教育理念！”

事实上，中国的公民教育课
程，的确曾在“五四”运动之后的
新教育实践中长期开设，直到
1948年后开始从课程体系中逐步
退出，被政治教育取代。

早在 1988 年，时为师范院校学
生的崔武就曾慕名来到南京的陶行
知纪念馆，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博物
馆里留存的陶行知名言：“不做人上
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
人中人，要做一品大百姓”。
“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

培养圣人，培养状元，培养英雄，
唯独没有培养大百姓，所以传统
教育下的学生要么有依赖人格，
要么有专制人格，要么有暴力人
格，唯独缺少公民人格。”崔武说。

第一课学投票

“学会投票并不难，难的是培
育孩子们的权利意识”，“我们过
去的人才培养价值观太单一”。

2009年4月，第一节公民教育课
依然与分果有关。课程主题是让学
生自行设计对一个苹果的分配方
法。经过激烈的讨论，学生们决定用
写明推荐理由的投票方式决定这个
名为“正义之果”的归属。

崔武发现，在全班27张选票
中，有13张投给了学习最好的李
苗同学，而其他被推荐人的当选
理由也大同小异。

崔武拿起了一张写满了推荐
理由的小纸条：“张彤小同学是唯
一一个把票投给自己的人，她的
理由是：我每天都认真打扫教室
卫生，我爱劳动。我每天早上到教
室就擦窗户，然后再收拾书包。”

“同学们，我们分的苹果叫做正
义之果，而不是学习成绩之果，其实
每个人都有机会争取，大家怎么没
像张彤同学那样自我推荐呢？”

崔武注意到，在场的同学或
遗憾或恍然大悟，而在课后老师
们的培训心得中，他读道：“学会
投票并不难，难的是培育孩子们
的权利意识”，“我们过去的人才
培养价值观太单一”。
“崔律师教学方法多变，是一

个很有谋略的人。”杨德清校长
说，崔武还专门创作了一篇新三
字经，共分为价值、宪政、维权、结
社、行知、民主、为政、责任八篇，
如今已在学生中口口相传。
“多谋略”三字也频频出现在

同事对崔武的评价中。据助手林
红燕回忆，崔武曾在法庭上以文
言辩护词替拆迁户辩护，引得法
官直呼“佩服”。

领导席上茶杯的变化

尽管公民教育早已提上政策层
面，但从推广的效果看，公民教育的
普及仍多集中在小学阶段，很难进
入初、高中领域，“这是因为公民教
育与应试教育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在致信各校校长之前，崔武
曾推掉手头的两个重要案子，闷
在办公室里半个月，草拟了一份
《公民教育管理章程》，三万多字
的草案，共计八章四十四条。

渐渐地，崔武发现，学校的某些

地方的确在悄悄起着变化：原来在
教师大会上，只有领导席上放茶杯，
现在则遵循一人一杯茶的原则；凡
学校公共事务，校长只占有七分之
一的投票权（校长委员会共有 7
人）；学校会定期开展“跳绳满分与
学习满分一样棒”的“更新教师观
念”活动；每一位教师的办公室门口
设有卫生监督牌，由学生轮流评议
打分，并作出公示。

尽管在制度改良方面成果不
小，但崔武觉得“问题也不少”。

比如，虽然设立了教师办公
室卫生评分公示制度，但校领导
的办公室常年满分；很多班级尽
管成立了公共事务促进社，但学
生们仍习惯由老师引导讨论议
题；学生们虽已张口就是“小公
民”，却仍然分不清“公民”与“人
民”的差别。
“这就是现实。”崔武沉默半

晌，说道。他告诉记者，尽管公民
教育早已提上政策层面，但从推
广的效果看，公民教育的普及仍
多集中在小学阶段，很难进入初、
高中领域，“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与
应试教育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在今年年初的大学同学聚会
上，崔武和仍然坚守在教师岗位
上的昔日同窗聊起自己的近况。
“我也回归教育啦，在做公民

教育的普及。”崔武说。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什么

教育？”同学问道。
“这就是现实啊！”崔武重复

着同样的话，只是语气加重了很
多。 据《中国青年报》

一个教育“背叛者”

的回归

从学习尊重自己

的分梨权开始，慢慢学

会尊重自己的财产权、

隐私权，这就是一个小

公民的养成之道。

法治社会的前提

是公民社会，如果人人

都珍惜自己的权利，并

且拥有参与公共事务

的意愿与能力，公权力

还会如此不受制约吗？

专制国所需要的

公民，只要他们有被

治的习惯；共和国所

需的公民，是要他们

有共同自治的能力。

崔武给孩子们讲课。

崔武观点

他曾是初中语文教师，因不满应试教育，转行成为律师。16年后，带着“正义之

果”，他重回课堂，成为公民教育的播火者，尝试培养“小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