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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叩开北大“学门”的小保安，27 年后怎样了
“北大保安第一人”张俊成，学成回乡从教，如今桃李满园
27 年前，来自山西长治
的小保安张俊成通过自学考
上北大法律自考专科，被称
为“北大保安第一人”，由此
拉 开 了 北 大“保 安 天 团”的
序幕
如今，他已在家乡从教
二十余载，并创办了一所主
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职
学校。他说：
“北大给我播下
了一颗种子，我要把这颗种
子带给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吕梦琦、马晓媛、马志异、高剑飞
时隔 27 年，张俊成依然记得第一次在北
大站岗的情景。那是 5 月末的一天，天气已有
些炎热，他头戴大檐帽、身穿制服站上北大西
门岗台。眼前，人流如织，一切都是新的。
此后的故事已尽人皆知。这个来自山 西
长治的小保安通过自学考上北大法律专科，
从保安逆袭为大学生，被称为“北大保安第一
人”，也由此拉开了北大“保安天团”的序幕。
曾经光芒四射，此后的人生更加精彩。这
位曾经的北大保安如今已在家乡从教二十余
载，并创办了一所主要面向农村孩子的民办中
职学校。他说：
“北大给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我
要把这颗种子带给更多的人。”

逃出大山
出长治市区一路向北，
直至上党盆地边缘，
地势起伏，山路蜿蜒，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张俊成出生的地方——
— 长治市襄垣县下良镇土
泉村。几十户人家聚居，房屋依山而建，多是土
窑，
耕地分散，
少有收获。
在张俊成的记忆里，身上穿的永远是哥哥
们的旧衣服，补丁摞补丁，袖口和前襟油亮，鞋
也露着脚趾头。早饭多是蒸几个山里摘的小野
梨，
午饭则是掺了玉米面和高粱面的“三和面”，
炒菜时舍不得倒油，只用浸了油的布头在锅里
刷一圈。
最难的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
父母只
能厚着脸皮找邻居借米下锅。不知多少次，
张俊
成看到了母亲偷偷落下的泪水。
因为家贫，
张俊成的几个哥哥姐姐先后失学，
张俊成作为家中老小，
是唯一读完初中的孩子。
张
俊成记得，
初中每次交学费，
自己都是先欠着。
既然这么难，为啥还要为难父母？张俊成初
中毕业后便中断学业。看到在县城打工的哥哥
烫头、穿喇叭裤，
“洋气”极了，张俊成也有了打
工的想法，但心疼老幺的母亲不同意，
“长得还
没灶台高，
出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就这样，张
俊成只能留在家里帮着父母务农。20 多年后，
张俊成仍然觉得种地是“最苦的活”。
穷怕了，更是苦怕了，
张俊成想逃出大山的
心一天比一天迫切。软磨硬泡了两年多，
母亲终
于松了口。
走出大山这一年，张俊成 17 岁。表哥帮他
在长治市区一家汽修厂找了一份冲压工的工
作。工作得来不易，张俊成倍加珍惜，不仅分内
活儿干得认真，遇上脏活累活也总抢着干。一

本报记者郑梦雨、王思远
雨后，杭州周边一处考古遗址泥泞难行。
11 岁小女孩牛牛蹲下身，左手轻托着刚出土的
残 缺 陶 器 ，右 手 拿 着 手 铲 ，仔 细 清 理 上 面 的
泥垢。
“你触摸到了历史呀。
”妈妈张晓平站在牛
牛身后，温柔注视女儿用手指轻轻划过陶器上
凹凸不平的印纹。她说女儿“太幸运了”。
这份幸运由许多人“精心定制”。确诊为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牛牛向公益基金会“梦守
护”递交了一份天真的心愿，由此，在这场“圆
梦”行动中，许多个大人，心照不宣地帮助一个
小孩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牛牛的梦想
早上 9 点，
牛牛醒来，
比平时稍晚。
前一天晚上，她得知自己可以去一处主体
年代为商周时期的遗址“考察”后，便拉着妈妈
复习自己在书中读过的历史。因为“太兴奋”，她
到晚上 11 点多才睡着，
尽管持续的化疗已经使
她体力下降，
容易疲惫。
早饭过后，
母女俩到医院验血，
这是牛牛自
2019 年 8 月确诊后的“必修课”。经历了几轮治

张俊成在给学生们上课。
次，有批急单需要加班，老工人们都不愿意干，
张俊成二话不说顶了上去。
当了 8 个月的冲压工，北京一家保安公司
来长治招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张俊成报了
名，
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
张俊成入职前需要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
训练，而训练成绩直接决定分配去向。
要干就要干到最好。抱着这个信念，
张俊成
全身心投入训练中，别人练一小时，
他便练上两
个小时，
别人看一遍书，
他就看两遍。训练结束，
他拿下了军事技能、业务知识、职业规范等多项
考核第一，
最终成绩在 500 多人里排名居首。
拿下第一，张俊成心知，分配去向不会太
差。分配那天，大巴拉着学员们一路停靠，每停
一站就会留下一些人，当车把张俊成和十几个
学员一起留在北大时，张俊成意外极了：
“想过
会去好地方，
没想到会是北大！
”

奉职燕园
1994 年，张俊成被分入北大，还被分到了
北大地标性建筑、有着“北大第一门”之称的西
门。在古朴的红色门柱旁上岗，
张俊成总是站得
笔直。不站岗的时候，他就找老兵请教业务。两
个多月的试用期过去了，
张俊成因为业务突出、
工作认真被提拔为西门班班长。而在过去，
从新
兵到班长，
少说也要大半年。
当班长后，
张俊成干得越发起劲。他对队员
说，北大是一流的学府，有一流的大师和学子，
北大的保安也应该是一流的保安，而西门保安
要成为一流中的一流。
一番琢磨后，张俊成和队友们决定借鉴天
安门升旗仪式，也设一套交接岗仪式，要踢正
步，
齐敬礼，
喊口号。经过紧张的练习，
队员们终
于把这套仪式练得整齐划一。每逢换岗，
来往的
师生和游客都会驻足观看、拍照，
人群中有人竖
起大拇指：
“果然是北大，
连保安都不一样！
”
张俊成带领的西门保安岗赢得了北大师生
的尊重和认可。1997 年，西门岗被北京市保安
服务总公司评为全市十佳保安示范岗。
张俊成浸淫燕园日久，一个声音在他脑海
里也越来越强烈：
“我要改变，我要学习。”但真
正让他拿起书本，
源于一次“暴击”。
一次，几个没有证件的外国年轻人想进校，
张俊成敬礼带比划地劝阻，对方却不明白什么
意思，几番沟通不下，对方走到马路对面，齐齐
竖起大拇指。这是在夸我吗？张俊成正疑惑着，
对 方 的 大 拇 指 又 齐 齐 倒 了 过 来 ——— 那 是 在
嘲笑。

本报记者马晓媛摄
张俊成既愤恨又委屈。他回到值班室，甩
下帽子，解下皮带，给母亲打电话：
“我不干
了，
我要回家，
我天生就是种地的命。
”母亲了
解后反问：
“你走时说要闯出个名堂，现在闯
出来了吗？
”母亲说完，
就把电话挂了。
辗转反侧一个晚上，张俊成下决心自学
英语。第二天，他就买了两本英语书。白班站
岗不能看，张俊成就在夜班无人时自学，
还常
常大声朗读词句。
一天夜里，一位女老师路过，
好奇地问他
在干嘛，得知张俊成在学英语，女老师笑了：
“好学是好事，可我听了几天，以为你说的是
德语。
”张俊成不好意思地笑了。此后好几天，
女老师总会在遇到张俊成时帮他纠正发音。
一个多月后，女老师的电话打到了保安
室，让张俊成到英语系。原来，这位老师是北
大英语系的教授曹燕，她为张俊成办了两张
免费的英语听课证，还特意让保卫处关照张
俊成的学习。拿着听课证，
张俊成的眼泪几乎
要落下来。曹老师却说：
“我不要你感动，
要你
行动。
”
在曹老师鼓励下，张俊成知道通过自考
也能上北大，于是动了考学的念头。文化底子
薄，又要保证日常工作，张俊成的备考之路注
定艰难。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
他主动申
请连上夜班，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除了站岗
外几乎都在看书刷题，真的是废寝忘食，
体重
在半年时间里掉了 15 斤。
时间久了，不少北大师生都知道，
西门有
个爱学习的保安。东语系教授章学诚得知张
俊成要上法律专业，帮他联系了法律系的老
师，
让张俊成去旁听。西语系教授张玉书三天
两头就来找张俊成遛弯儿，一路上给他讲马
克思、尼采、黑格尔、叔本华。夕阳时分，未名
湖畔，
常常出现一老一少的身影。
功夫不负苦心人。张俊成半年后考上了
北大法律系专科。在随后的 3 年时间里，他
硬是啃下了艰涩难懂的专业知识，13 门课程
全部以高分通过，成功拿到北大法律专业自
考专科毕业证。在他的带动下，
有十余名北大
保安相继加入读书考学的队伍。
张俊成的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了，他成了
北大校保卫队的一张名片。校内组织和其他
高校纷纷来请他做讲座，媒体也做了大量报
道，他的照片还被印到北大的地图册上，
很多
人来到北大都特意找他合影、签名。
5 年倏忽而过。1999 年，张俊成的新婚
妻子怀孕了，
希望他能回家。尽管校保卫队百
般挽留，张俊成自己也有千般不舍，
他还是决

在北大当保安时的张俊成。
（受访者供图）
定离开：
“北大已经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我
相信不管去哪，
都能闯出一片天地。
”

回乡任教
带着一纸北大毕业证，带着三大袋沉甸
甸的书，带着 5 年无比珍贵的人生经历，张
俊成告别燕园，
回到家乡。
干什么呢？张俊成首先想到的就是学校。
因为有北大这段经历和法律专业大专学历，
张俊成顺利入职长治一家中职学校的管理岗
位。没过多久，
他就心里痒痒，
想上讲台。校长
同意了：只要试讲通过评审，
你就能上。
张俊成一番试讲，各位评审老师频频点
头，
最后一致通过。于是，
他正式走上讲台，成
为一名任课教师。
当上老师，张俊成更觉责任重大，
上每节
课前，他都要反复打磨讲课内容，
还会把自己
的经历穿插其中，
增加互动环节。因为知识面
宽、语言风趣，身上又有大城市的气息，张俊
成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他上的法律课、政
治课也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
不久，
张俊成又被安排当班主任。他接手
的第一个班，
是个公认的“刺头班”。如今已是
老师的李风就曾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还记得，
当时班里的成绩在全年级排最后，纪律也最
难管，调皮捣蛋的特别多，迟到、抽烟更是常
事。前任班主任一度放话：就是把太行山的沟
都填平，
这个班也带不好。
张俊成接手了这个谁也不愿意干的“填
沟工程”。他说，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
张俊成干的第一件事，是和学生们同吃
同住。他把家安在学校，把被子叠得像豆腐
块，学生们早上 6 点集合跑操，他提前十分
钟就站在操场。吃饭时，
他跟学生一起排队打
饭、一个桌上吃饭。学生上晚自习，他就拿本
书坐在一旁。学生课间打球，他就陪打，有时
还故意输几个球……
没事的时候，
张俊成喜欢找学生聊天。李
风还记得，从前的班主任从不会找学生聊天，
学生也从不找老师，因此第一次被叫走时他
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
“没想到真的就是聊
天，很平等的聊天，逐渐大家都很信任他，都
很愿意跟他说说心里话。
”
受到关注和肯定，有了希望和信心，
这个
曾经的“刺头班”逐渐脱胎换骨。上内务榜的
宿舍越来越多，班级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捣蛋
出格的事也不再发生。毕业时，
这个班逆袭成

帮 1 1 岁 白 血 病 女 孩 圆“ 考 古 梦 ”
疗，
现在的她已经可以坚强地接受骨穿刺、
腰穿
刺和“针一扎进去就会痛得发抖”的化疗药物注
射，
咬牙忍住不哭。
穿上粉色小棉袄，白色编织帽子上有两只
兔耳朵，
小袋子里装着新买的核桃酥和小麻花。
“妈妈，我带点吃的给志愿者哥哥姐姐们一起
吃。
”牛牛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跑前跑后，不时凑
到正在接电话的妈妈身边。
“哥哥姐姐”是一个让牛牛兴奋的存在。休
学治疗的生活沉闷单调，但新阳光病房学校的
大学生志愿者们会定期给她上课。每次，
牛牛都
要抓住机会和他们聊会儿天，
时常主动“拖堂”。
“他们会跟我讲大学的生活，
我也跟他们讲
我的生活，
还有我看到的历史故事，
还问他们我
不懂的历史问题。
”
去年 4 月，
牛牛在病房里读到了“汤小团漫
游中国历史系列”，
书中不同朝代的历史故事和
生动的描写，
为她枯燥的治疗生活照进一束光。
在妈妈的陪伴下，她又在书店里找到各种历史
相关的书籍。这些书不仅滋养着她越来越旺盛

的好奇心，
也让一个愿望在她心里越扎越深：
“我想做个考古学家，
因为我发现历史太
好玩了！
”
3 月 1 日，牛牛把愿望写信告诉位于杭
州的“梦守护”公益基金会。收到信后，
创办人
徐文骏立刻着手联系。
“我们已经帮 157 个罹
患重大疾病的孩子实现了心愿，这个愿望很
特别，
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她实现。
”
一周后，
“梦守护”的志愿者们陪着牛牛
来到杭州周边的跳头遗址。遗址项目负责人
林森带领她顺着工人们临时搭建的台阶走进
考古探方。
当林森把一件残缺的印纹硬陶器物递给
牛牛时，她紧张得不敢伸手，眼睛却亮亮的。
“我不敢动，我觉得它好脆弱。
”几分钟前，她
亲眼看着林森踩在积水中，把它从淤泥里挖
出来，
兴奋地拍手尖叫。
她的小手指触碰在裹着泥的陶片上，学
着考古学家的样子，一点点清理这些出土器
物。
“你现在知道考古学家的工作环境是什么

样了，还想当考古学家吗？
”指着林森平时吃
饭休息的简易工棚，张晓平笑着问女儿。
“我
现在更想当了！
”牛牛的“兔耳朵”飞舞起来，
“我今天特别特别地开心！
”

妈妈的注视
张晓平的一天开始得更早些。早上 7 点，
她悄悄起床，
出门买菜，
准备早饭。
从医院回来，
她打开记录本，
登记女儿验
血的结果。各项检查指标依序排列，
正常的用
黑笔写，
异常的用红笔写，
治疗和身体状况也
都记录在册。这份笔记，
每天都在更新。
在女儿面前，
张晓平不会刻意避谈病情。
孩子很聪明，瞒是瞒不住的，
“人的恐惧源于
无知”，
她乐于把女儿当作朋友，
平等交流。
张晓平只有一次“失控”。当医生刚告知
她女儿确诊的消息时，
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
来”。但十秒钟后，她静了静，深呼吸，立刻恢
复理智：
“我们要怎么治？
”

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班级。
20 年后回想这段经历，李风依然动情。
“当时听到
‘填沟’
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被伤到
了，
大家都没有信心了。是张老师给我们带来
了希望，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
回乡四五年间，张俊成辗转多个学校，
却
始终未离开教育行业。他说，
刚开始是一种责
任感，觉得自己如果不干了，
会有很多孩子失
去受教育的机会；后来就觉得当老师有“瘾”，
看到自己能影响一个又一个孩子，从心底感
到快乐。
张俊成记得，有个爱泡网吧的学生逃课，
家长几乎找遍全市的网吧才找到，家长临走
撂下狠话：
“我们教育不了，要是老师也教育
不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吧。”送走学生父母
已是深夜，张俊成带着还没吃饭的孩子进了
小餐馆，一碗面下肚，孩子泪流满面。自那
以后，这个学生再没去过网吧，3 年后考上了
大学。
很多时候，张俊成看着这些孩子，
就像看
到当初的自己。
“如果没有北大经历，我不知
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他说，
“我最迷茫的
时候，北大的老师们无私地帮助了我，
拉了我
一把，
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多拉别人一把。
”

建校创业
在中职学校一干 16 年，张俊成对中职
教育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很多理念和方
法发挥不出来，张俊成便动了自己办校的念
头。2015 年，年近不惑的张俊成与朋友们共
同出资，开办了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张
俊成担任校长。
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
就是实行“准军事
化管理”。走进位于长治市郊的校园，教室外
墙都涂着迷彩色，学生们都身穿迷彩服，
宿舍
内务也像军营，床铺平平展展，
被子叠得像豆
腐块。在这里，学生们早上要出操，饭前集合
唱歌，晚上准时熄灯，消费只能用卡，每天设
40 元最高消费。
张俊成说，学校里不少学生缺乏家庭关
爱，学校就要尽可能把这个缺口补上，
为此他
倡导老师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努力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90 后”刘剑波曾是张俊成的学生，
大专
毕业后来校当老师。入职的时候，
张俊成对他
说：
“把我带你的那种劲头拿出来带学生。
”
在刘剑波看来，
那种“劲头”，
是用一种父
亲的爱去做老师，严厉，更关爱。刘剑波也总
在不自觉地学张俊成：坚持陪学生跑操，
总是
提前十分钟就站在操场；不管多晚，
都要陪着
学生上晚自习；遇到学生犯错误，
总会想想老
师当初是怎么处理的……
来读职校的学生十有八九出身农村，其
中不乏家境贫困的孩子。为了让这些孩子把
书读完，张俊成在校内设置了勤工助学岗
位，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厨挣钱，实在
交不上费用的还可以缓交，甚至免交。到了
假期，学校还会通过校企合作模式为贫困生
安排实习机会，帮助他们自食其力。
“我就是因为穷才失学，
所以看到读不了
书的学生，我更是格外注意。不读书不行，起
码我看见了就是不行。
”张俊成说。
从一二百名学生起步，到如今的 1300
名学生，张俊成创办的这所学校已成为长治
市规模数一数二的中职学校。学校开设有航
空服务、机器人、动漫设计等十几个专业，5
年多来已经为社会和院校输送了数千名人才
和大学生。
受教于北大，又从事了 20 多年的教育，
张俊成对教育的理解也在变。
“过去我觉得教育就是传授知识，
但现在
我觉得，教育是引路，是老师以心为火，为学
生点亮一盏心灯。
”张俊成说。

她要求自己短时间内接受现实，调整情
绪，
积极治疗。
“你虽然生病了，
但是一定会治
好的，
到时候还得上学。
”
张晓平总是温柔地陪伴和注视着女儿。
化疗前，
牛牛不愿剪掉长发，
担心朋友们
会“不喜欢”她。张晓平把朋友请到家中玩耍
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女儿变成小光头，
张晓平说：
“牛牛小光头真可爱呀！
”住院治疗
耽误了上学，牛牛要读两年四年级，张晓平
说：
“真好，
回去牛牛就是学霸了！
”
没有人生来坚强，
张晓平选择了坚强。这
份爱的力量，
把牛牛紧紧地包裹起来。
在跳头遗址，
张晓平拿着湿巾跟在牛牛身
后，
随时准备帮她擦手，
却始终没忍心打断。
“哇，好复杂啊，我看不懂。
”牛牛翻阅着
桌上的考古发掘报告。
“这世界上的知识太多
啦，
我们慢慢学。
”张晓平望着女儿，
眼里有了
憧憬，
“妈妈也跟你一起学。
”
张晓平相信学习能让人有价值。但她不
着急，女儿能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治好
了病，
她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她的梦想可以慢
慢实现。
圆梦之旅结束了，
生活如常行进。但张晓
平知道，女儿心中已然有一颗种子被深深种
下，
在她幼小的身体中平静生长、
等待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