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有 86 岁的老母

亲，为了弥补年轻时对

妈妈疏于照顾的歉疚，

如今她身边带着老母亲

工作。

她是姊妹五个中的

老二，多年来，家族中哪

个有困难她都会拉一

把，她是一家人的主心

骨。

她是省会郑州品牌

课外培训机构郑州简思

教育（原当代数学）学校

的掌门人，掌管着12个

校区，并深得学生和老

师的爱戴。

她叫马爱莲。

白朗宁说：“我是幸

福的，因为我爱，因为我

有爱。”

这个脸上时常挂着

笑容的女人，身上有着

强大的爱的磁场，无时

无刻不给予着家人、朋

友、同事、学生和家长爱、

感动、力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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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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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那个久远的白衣梦≫≫

与妹妹一同办学校≫≫

心会跟爱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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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莲马爱莲 最好的教育是给予最好的教育是给予
□本报记者 张舒娜 实习生 冯菲 文/图

用心做“简思数学”≫≫

300万都不换的朋友≫≫人
物
简
介

为了能有一套适合简思数学孩

子们的学习教材，马爱莲与妹妹耗费

5年心血，编制出一套集百家之长，非

常实用、有效的简思数学教材。这套

集教学理论经验、实际探索、科学验

证、事实证明的教学素材，让每一名

来学习的学生如久沐甘霖，不但提升

了学习兴趣，更是提高了最终的学习

成绩，既树人，又育才。

为了适应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

马爱莲决定将学校进行搬迁，并在学

生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分校。

2008年至今，郑州简思教育培训中

心相继开设了7家连锁分校，每期在

校生8000余人。

在学生家长眼里，简思教育培训

中心是一所靠家长口碑建立起来的专

业少儿、中学生数学培训机构，是一所

高起点、高规格、高要求的学校，其教

学理念超前、教学创新、设施齐全、学

习氛围浓厚。早在2007年，简思数学

就有100多名学子在中考考试中被郑

州市名校郑州外国语中学等录取。

数学难不难？难！学数学难不

难？不难！

这是在简思数学最常听见的学

生们的回答，因为在简思数学培训学

校，老师把平时大家认为比较难的数

学，通过让大家学会思考，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或方法，由此对数学思考

产生兴趣，乃至迷恋，进而找到更好、

更多的解题方法。

思考，是一种习惯。一种简思数

学的习惯。

岳敬超同学原本是一个普通的

四年级学生，因为喜欢数学，慕名到

简思数学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数

学思维锻炼，他的进步非常快，特别

是会思考发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解

题办法。有一次，马老师在课堂上出

了一道题：在梯形一条腰上的终点与

另一条腰两端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占梯形面积的一半。问题刚出来，岳

敬超马上就举手说，可以用梯形的

“中位线”定理证明。

马老师震惊了：因为岳敬超同学

的答题速度，更因为这个解题方法是

到了中学以后学生才能掌握的方

法。从此，在简思数学的课堂上，老

师们把这种解题方法也命名为“岳敬

超解题法”。

两年后的今天，岳敬超顺利摘下

了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

十多年来，简思有多少这样的故

事，谁都记不清，但家长的认可与学

生的进步，都是马爱莲最好的慰藉和

对她的鼓励。

经过不懈探索，简思教育现已形

成独有的教学体系和特色。首先，以

教师的教学能力建设为重点，建立了

“培训先行，岗前竞争，全程淘汰”教师

聘用机制，从源头上抓住了教学质量

的根本；其次，以教学对象为中心，实

行“学前测试，按需施教，（特色教学）

优中更优，差不掉队”的教学形式，从

过程上严抓教学质量建设；再次，以学

生素质能力的提高为目标，采取“全面

提高，跟踪反馈，双向沟通”的培养模

式，从终端上保证教学质量的落实，最

终形成一个“抓源头，抓过程，抓终

端”的综合循环教学体系。

“与同类兄弟学校相比，别人要

求看的，我们背；别人要求写的，我们

默；别人认为是重点的，我们更加细

化。”马爱莲说。

今天，在郑州这座常住人口超过

500万的省会城市，简思数学，早已是学

生和家长心目中的金牌专业培训学校。

马爱莲有一个梦想：让每一位老

师都成为名师，帮助年轻人成长，实

现梦想的自由飞翔。就像每一个园

丁都有一座花园，让所有的花草都浸

染甘露，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教育，最好的方式是给予。

至今，马姓在巩义市米河镇还是一个小

姓家族。

马爱莲性情好胜，性格好强，很小的时

候便立志，要成为小家族中的“大人物”。

16岁那年，马爱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凤

凰”，同时，她为自己的不凡人生，开启了漫

漫旅程。

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毕业生，1982年，

马爱莲被分配到一家国有矿产企业，成了一

个企业内部医院的医务人员。她太喜欢穿

白大褂了。

由于单位员工常年在外作业，马爱莲也

随着深居在嵩山深处的矿产营地，为大家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一年又一年，美丽嵩山在

马爱莲眼里，已经像自己的家乡。她爱这块

土地，她深爱这份职业。

1995年，因工作需要，马爱莲被调到新

郑市该企业所在的职工家属院，当了一名以

负责退休老人健康为主的社区医生。

退休职工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加上年

老体衰，突发各种疾病成了一种常态。面对

新的更加繁重的工作，马爱莲在心里自我加

压。从来不服输的她，在心底暗暗发誓，一

定不负社区居民们的期望，做好大家的健康

保护神。

忙碌而充实的三年时光如白驹过隙。

1998年，医疗改革开始实施，这个自下而上

的改革，首先从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推行。这

对于常年依靠大树乘凉的社区医疗服务机

构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经过改革，原本

人手就比较紧张的医疗服务中心，人员被裁

减得只剩下马爱莲和两个护士了。

哪怕剩下自己一个人也得干！

然而，马爱莲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是一

下子人手少了，而是单位从此不再承担医疗服

务中心的任何费用，所有收入全靠自主经营。

而更令人头疼的是，马爱莲她们平时并

不对外营业，只是服务社区一些退休老人，

来往患者屈指可数。如此让人喘不过气来

的困境，并没有让马爱莲和两个护士绝望。

“办法总比困难多。”马爱莲说。

为了开源节流，一方面大家争取少花钱

或不花钱办成事，就连每天的生活费用也控

制得很精细；另一方面，马爱莲主动走上门，

帮助一些年老的慢性病患者做康复治疗。

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连一些基本的检查

设备都没有，所以很多老人的病到发现的时

候已经是晚期。第一年，社区里就去世了五

六个老人。

一天半夜，住在社区医务室的马爱莲又

被紧急的敲门声叫醒，一个老人突然出现了

危急病情。得知情况后，马爱莲马上随病人

的家属赶到家中。经过诊断，她要求马上把

病人送往市里面的大医院进行抢救。漆黑

的夜晚，看着身边已是满头华发的病人的老

伴，马爱莲二话没说，背起病人就往医院

走。一路上，病人吐了她一身，而累得几乎

喘不上气的马爱莲忍着满身异味，一点不敢

歇脚，只想快一点把病人送到医院。

遗憾的是，尽管经过医生的奋力抢救，

还是没能挽留住老人的生命。

这漫长的一夜，马爱莲是陪着痛不欲生

的逝者的老伴度过的。

生命如流水，而寄予生命的灵魂意义又

在哪里？

此时，已近不惑之年的马爱莲，一直被

疑云所困扰。

此时的马爱莲不仅深受职业价值感的

困扰，而且突然赶上了“四十岁一刀切”——

下岗了。

面对这个重要的人生转折，马爱莲并没

有焦躁而苦闷，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2002年，女儿正在郑州市第一中学读

高三，每天的学习特别紧张。为了服务好女

儿的生活，马爱莲索性在女儿学校附近租了

一间房子，带着年幼的儿子陪读。

转眼，女儿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这

时，深感欣慰的马爱莲，再一次深切感受到

知识改变命运的深刻道理。她辗转思考知

识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

及对一个孩子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人格教

化、品格建构和精神塑造的原本性意义。

这样的持续性价值思考和深刻体验，使

马爱莲对人生价值认知有了一次新的开

端。特别是她在接下来开始把精力转移到

对儿子学习进行辅导的时候，更以一种勇于

担当的完全责任感，把视角延伸到了所有跟

儿子年龄相当的孩子身上。她不但争取把

儿子早日培养成才，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与付出，让更多孩子的人生受到知识的浇

灌和滋润。

“我要办学校！”敢想就敢做，想到就做

到，是马爱莲天生的性格。

一直想为有数学强项的妹妹办一个少

儿知识辅导和思维训练学校，在马爱莲的脑

海里越来越清晰，并且愈发坚定起来。

2003年6月28日，马爱莲揣着自己筹

集的1万元钱，在郑州市城东路上租了一套

4间、15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买了折叠桌椅

和简单的教具，开始招生。

如何招到学生？

没有经验的马爱莲拿着自己设计的宣

传单到早市菜场散发。结果，看似人头攒

动，却没有效果。第二天，她跑到离自己最

近的学校附近，很多接送孩子的家长看到宣

传单后纷纷咨询，并且现场就有不少家长给

孩子报了名。

妹妹在家排行老三，受马爱莲当初“跳

农门”影响，学习特别刻苦，最终也考上了师

范大学。毕业后，妹妹成为商丘市一所知名

中学的数学老师。经过多年的教案研习和

教学经验积累，已经成长为一名知名的优秀

数学老师。

妹妹放假的第二天，马爱莲跟妹妹商定

后，迅速买了相关课本书籍让妹妹整编备

课。

7月1日正式开课。前后仅仅用了4天

时间，马爱莲就从一个整天在家围着孩子转

的家庭主妇角色，一下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

开创事业的空间和平台。

女人做事更多凭性情。这种敢大胆决

策、快速执行的作风，从一开始就为“简思教

育”的发展设定了一个做事标准。这个简单

而有效的标准，马爱莲沿用至今。

因为只有妹妹马老师一个人教学，加之

妹妹讲授数学的水平高，整个暑假，学校竟

然收到了近200名学生，特别是上了一段时

间课后，一些家长听说马老师讲课比较好，

学生们都很喜欢，纷纷慕名而来。

这超乎意料的红火场面，让本来只准备

先尝试一下的马爱莲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暑期过后，各类辅导班进入淡季。面对

这种情况，马爱莲只得把开课时间改在了周

六和周日，利用每周仅有的两天开课，来维

系和支撑学校的运营。然而，令人震惊的

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马爱莲的简思

数学辅导班一下就爆棚了——竟然多达

600名学生来报名学数学！

何以如此？

经过向前来报名的新同学询问得知，原

来暑期在简思数学参加学习的学生，开学后

很多人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解题能力有了

极大的提高，不但老师震惊，而且其他学生

乃至他们的家长更是震惊，纷纷后悔没有报

名简思的暑期班。

这种良好的口碑相传，为简思数学今天

的品牌树立打下了深厚的根基。马爱莲知

道，这完全是由妹妹在整个暑期用心血和汗

水浇灌而成的。

突然到来的喜人形势，反而让马爱莲陷

入了一种惆怅之中。见到姐姐发愁的样子，

妹妹马老师既为姐姐感到高兴，看到学校通

过姊妹俩的不懈努力，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希

望，又想为姐姐分担一份责任和压力。经过

再三考虑，妹妹决定不回自己工作的学校

了，留下来继续陪伴姐姐拼搏这份属于她们

自己的事业。

妹妹的毅然决定，让姐姐马爱莲心里虽

然有了一丝安稳，但面对如此多冲着妹妹马

老师来的学生，这样下去，妹妹已经消耗了

一个暑假的身体如何支撑得了。

再三权宜之后，马爱莲决定招聘三名优

秀教师，跟妹妹组成一个高效、优质的教师

团队。虽然初步建立了教师团队，保证了教

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但马爱莲并没有感到一

丝轻松，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生还不

停地增加。到了2008年，简思数学辅导学

校的学生已经多达1300名，只能分不同时

段安排孩子们上课。

“越是学生多，越要保证良好的教学质

量。只有好的教学质量，才能为简思数学在

市场竞争中赢得口碑，树立起品牌。”马爱莲

说。

为了不让每一个学生带着问题回家，每

天晚上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老师们都会被

学生和家长们团团围住。无论学生或家长提

什么样的学习方面的问题，老师们都会当天

作答解决，有时候到晚上10点还不能结束。

每当所有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面对着

空空的教室，马爱莲这才缓缓地舒一口气。

每天这样的忙碌，已经让她忘记了自己是一

个女人，要学会善待和珍惜自己；已经忘记

了自己还是一名知性女性，要放缓生活的节

奏，看一看人生路过的风景；已经忘记了自

己更是一位母亲和妻子，要散发夜晚窗前灯

下的温暖和体贴关怀的细致……

这一切，她能做到，却又做不到。

每当看到孩子们吃带竹签的小

吃时，马爱莲总会提醒他们：“不要竖

着吃，别扎着嘴了。”坐电梯的时候，

也不忘时时提醒孩子们不要在电梯

里打闹。

在学生的眼里，她是一个温暖的

长者。

“先做人，再做教育。”这是她一

直信奉的理念。老师的言传身教，对

于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教书育

人之前一定要先“正己”。她认为老

师一定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当老师

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她便不再是自

己，而是孩子们眼中的美好与爱。

马爱莲工作的时候，总是一种忘我

的状态，她把整个自己都奉献给了心爱

的教育事业。她说：“现在的孩子学习

压力都很大，所以要让孩子爱上学习，

快乐地学习。老师就是一个搭桥者，桥

搭起来了，学生们的路才会更好走，而

我是一个引路人，我带领着师生，朝着

一个方向努力，孩子就不会那么累了。”

马爱莲崇尚国学，一直致力于公

益国学课的推广。她认为孩子不能

只学干巴巴的知识，更要有人文素养

和道德素养。她动情地说：“中国的

优良传统不能丢，孩子们要知道这

些，将来还要靠他们传承下去。”

“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老师们

每天晚上都会补课到9点多，周六、周

日一上就是8个小时，非常辛苦。”她

经常找老师们谈心，询问工作中的困

难。哪怕在等电梯、上楼梯的时候，

遇到老师总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

打招呼，了解她们工作和生活上有什

么收获或有什么困难。这样，老师们

工作起来会感到快乐，也会把这份快

乐传递给孩子，传递给他们的家人。

这种温暖的传递，就是爱。

大家都说她有爱的气场。

马爱莲创办简思教育的第二年，

一天，正在学校忙碌的她，突然接到

家里的一个电话，让她在瞬间沉浸在

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

对于父亲，几十年来，马爱莲始

终有一份沉甸甸的爱和牵挂在心底

埋藏。记得在外上学期间，父亲除了

对她的生活时常挂念，还对她的学习

以及今后的人生发展记挂在心。每次

放假后从家回学校，父亲总喜欢对她

啰唆几句：“好好学习，学到本事才会

对社会有用，才会把家治理好。”虽然

每次啰唆的内容都一样。“想想父训是

财富啊。”马爱莲说。

父亲的离去，让马爱莲突然感觉

亲情之间的温暖和深厚无边的母爱，

既伟大在点滴之间的呵护，也脆弱于

细微之处的体贴。

有一天，正在忙碌中的马爱莲，

得知母亲高血压病突犯，吓得她马上

把母亲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幸好发

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那以后，马爱莲决定，要时时

刻刻把母亲留在身边，无论走到哪

里，都会让母亲与自己在一起。

在马爱莲的车里，常备着热水、小

棉被、各种小吃和母亲需要按时服用的

药，俨然一个温馨的小家。母亲跟着马

爱莲在车里，可以看看城市的风景，遇

到想吃的东西，她也能买给母亲吃。

然而，作为母亲的马爱莲坦言：

“作为母亲，我或许不称职。对于我

的孩子，我做的还是不够。”在儿子出

国前夕，因为没有时间，儿子只好自

己去采购所需的生活用品。“等以后

一定把没有陪伴孩子的时间补回

来。”她眼神里满满的愧疚。

用心去做一份工作，一年、两

年……十年之后，就会发现路越走越

好。从一间小教室到一座城市的12

座校区就是明证。

马爱莲的一个好朋友这样评价

她：“无须回报的慈善和助人，没有怨

言的劳作与付出，她的大爱沐浴着也

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是我300

万元都不换的朋友。”

“岳敬超解题法”与金牌“简思”≫≫

马爱莲，巩义市

人，党员。1982年医科

大学毕业，声乐硕士。

1982年9月就职于河南

煤炭建设集团。2003

年创办郑州当代培训

中心，任校长。2010年

9月至2012年7月在河

南教育学院教育系进

修。2016年3月，郑州

当代教育（当代数学）更

名为郑州简思教育（简

思数学）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