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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章

本质上来说， 基础教育是以
国家来主要承担责任的义务教
育，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里都是这
样的。 我们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
育进行公益方面的支持， 是社会
上的一种姿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概
念，叫全纳教育。 联合国在 2008
年在联合国教育上， 大会的主题
就是“全纳教育，未来之路”，很多
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 中国
也是全纳教育的签约国， 我们国
家领导人刘延东代表中国支持全
纳教育作了专门讲话。 大家会发
现一个问题， 在国内很多人没有
听说过全纳教育， 为什么联合国
如此倡导全纳教育， 甚至把它定
义成未来之路？ 为什么我们国家
参与国际上的会议并且签约而且
作了发言， 为什么在我们国内没
有被普及和被了解呢？

几年前我和几位全纳教育专
家，发起第一个全纳公益基金会，
并且成立全纳教育基金会。 我们
整个社会特别需要全纳教育，在
我们传统教育理念里面， 用统一
的模式， 以教育者来教育被教育
者的角度， 用教育者制定的统一
标准衡量的人才，还是不是人才？
有成千上万不同差异的孩子们，
被迫用同一种模式走他们不想走
的道路。 教育上的问题已经成为

全民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从来不
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是资金问
题。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主要
是观念问题， 包括政府的观念问
题，我们国家基础教育这么薄弱。
在今天在过程中有很多公益组
织， 大家都通过自己行动在社会
上推动着全社会的教育， 难道我
们国家追加教育投资就那么难
吗？改善教育环境就那么难吗？主
要是观念问题。

全纳教育改变了人们对教

育的基本观念。 原来所说的教
育，是我教育你，我掌握了东西
交给你，然后我制定一个标准考
你， 达到标准就算教育完成，没
有达到标准教育就没有过关。 我
们现在的高考， 选择了几门课
程，通过就是人才，不通过就是
人才，多少孩子参加这样的考试
扼杀自己的天性。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心中所渴
望的天地，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希
望的生活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但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够最大程度
满足这些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一
点我们是不是建立一种新的信
念，学习是一种权力。每一个人按
照自己的愿望， 只要他的学习符
合法律，不违反社会功德，对社会
是好的需要， 那么他学习的权力
是全社会都应该给予尊重， 政府
和社会各界为了满足学习需求和
创造条件， 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学
习环境。涉及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学习是一个权力， 才能够真正端
正教育姿态。 被教育者和学习者
的个性特点才能够真正体现接
纳、平等和尊重。

我们成立了全纳机构， 是中
国最早的全纳教育科研机构，也
是第一家在云南建立了全纳教育
幼儿园有训练馆， 经过政府批准
成立第一个全纳公益教育基金，
并且组织各个活动。 全面体现全
纳教育的理念。 我们在云南进行
大量全纳教育尝试， 受到家长和
社会非常广泛的欢迎， 我们有自
己的科研力量， 针对学生不同的
需求和兴趣， 针对同样的知识点
采取不同方式的教学， 在这个过
程中特别尊重学生自主性、 差异
性，在同样的知识点上，采取了不
同方式的教学， 使学生在掌握自
己知识的过程当中， 充分发挥自
己的长处、 特点和自己所喜欢的

形式。
我们全纳培训中心对全纳教

育进行推广和倡导， 对全纳教育
进行师资培训， 同时对全纳教育
展开教学研究， 并且有自己的教
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具和一系列
教育方针探索。 同时建立全纳教
育基地， 这个基地在云南到目前
为止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 家长
特别喜欢， 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
讲也是不错。 家长愿意把钱花在
对孩子有意义的事情上， 这是我
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认为公
益行为完全靠捐助不是一个非常
有效的路子， 希望能够通过社会
企业的推广， 并且通过公益基金
跟资本增值结合起来， 所创的收
益继续扩大公益基金的方式。 去
打造全纳教育幼儿园学校的社会
企业成功运行模式， 然后试图号
召社会上公益资本， 进入全纳教
育社会企业推动的道路上来。 同
时我们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
在立法和教育法规上对全纳教育
给予法律上支持。

全纳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
方法， 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和未
来。你们会发现，当我们的观念改
变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教育是另
外一个样子， 我们教育观念改变
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和
孩子的未来是另外一个样子。

青普人文度假董事长、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王功权：全纳教育，未来之路

我认为， 中华民族是有伟
大学习精神的民族， 今年刚好
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对中华民族来讲收
获了两样东西， 第一是收获了
现在全球第二的 GDP，40 年经
济持续增长使我们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另外，我们今天还
收获了一个公益的平台。 40 年
的经济成长给中国人精神带来
了相当大的变化， 有相当一部
分人开始关注公益。 现在的年
轻人从学校毕业并没有常规走
向金融机构和企业， 而是投资
于公益。 我认为改革开放四十
年， 包括今天对我们作一个回
望， 我们不仅仅收获了经济成
长， 而且收获了人们对公益的
关怀，是民族在精神上的升华。

我们经过 40 年经济发展以
后，今天面临的很大危机就是环
境的变化。我们现在不能轻飘飘
地说环境污染这四个字，轻飘飘
地说中国现在环境污染是不够
的。 人的生存有三个最深层基
座：水、空气、食物。 我们这个民
族和国家经过 40 年发展以后，
整个生存基座受到严重破坏。大
家知道，我们健康饮水已经非常
稀缺，为什么？长江、九大湖泊基
本都受到污染。 我们说空气，大

家生活在北京都非常清楚，经常
会出现雾霾爆表。还有食物的污
染， 因为土污染重金属过多，导
致大量食物都是重金属超标。外
国人嘲笑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
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
人站起来是钢铁侠，因为所有人
体内重金属都严重超标，我们这
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
的地步，怎么样解决环境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虽
然有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共精神
的缺乏，我们的环境执法人员和
企业排污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山
东有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污水
打到 1000 公里的地下， 导致整
个系统水体污染，这既有经济发
展的因素，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公共精神的匮乏导致污染。

日本怎么解决环境问题呢？
日本在 1964 年开第一次东京奥
运会的时候，在此之前日本环境
也是有很大问题。我曾经看过一

篇文章， 由于垃圾没有很好处
理， 垃圾上苍蝇的覆盖到了学
校，学生们要花很多时间来打苍
蝇，情况非常严重。 今天到日本
去看，真是青山绿水，看不到一
点点垃圾，日本是没有环卫工人
的国家，街上看不到垃圾筒。 日
本如此重视环境花了 50 年，训
练国民的公共精神来治理环境，
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有一次和我
朋友在日本奈良，因为他住的家
没有按照垃圾分类时间把垃圾
送走，结果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提
一大包垃圾从奈良坐车到关西
机场把垃圾放下去。

大家知道，我们去台湾，我
们会看到那的环境非常好。 台
湾有一个现象， 下午四点钟的
时候， 垃圾车开过来， 放着音
乐，很多人排队提着垃圾来放。
日本和台湾这两个例子说明，
要解决环境问题， 除了政府政
策以外， 民众公共意识提高是
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 在中国我们也应
该去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 我
认为对公益组织来说， 我们的
使命就是培养公共精神， 这种
公共精神靠什么？ 我认为靠教
育。 石门坎基金会是在云南和
贵州交界的地方， 主要是苗人

生活。 基金会从 2011 年开始，
就已关注少数民族儿童作为重
点，为苗族的孩子办教育。 我们
认为， 我们今天讨论重点是教
育问题，人类社会有两种知识，
一种知识是我们给一个既定条
件，给受控条件，得到结论的知
识，我们把它称为科学。 人类社
会还有第二种知识， 就是人对
生命的态度， 我认为这种教育
比第一种教育更加重要， 我们
现在的学校和大量家庭， 其实
没有完成第二种教育。 对教育
大家谈到很多建议性意见，我
认为在当下中国来讲， 我们第
二种教育把人对生命态度的教
育应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
提出来。

当代公益人的使命就是要
促进公共事业发展。 公共思想
的源泉是什么？ 中国人的公益
和公益事业源泉有两条， 第一
条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到现在
的绅士精神。 中国作为轴心文
明传统，仁义之心，天下为公，
都是这种精神的源泉。 中国公
益人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公共精
神的发展， 公共精神发展要靠
教育， 教育重点要发展第二种
教育，培养人对生命的态度，这
才是我们教育的核心。

长江证券创始人、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公益事业推动公共精神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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