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年前，泸州市一位父亲的举动轰动一时。2005年春，泸州市纳溪区居民李铁军以“娃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由，
将女儿李婧磁带回家自己教。女儿的母亲向纳溪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李铁军违反义务教育法，请求法院判决让女儿
重返校园，这起“家教挑战义务教育法”案轰动全国。面对法院判决，李铁军表示“宁肯坐牢也不送女儿到学校念书”，女
儿自此再未踏入过学校一步。2007年，李铁军曾宣称：“女儿18岁时，我要把她培养成一名生物磁场方面的科学家！”

如今，11年过去了，父亲李铁军的教学成果如何？女儿李婧磁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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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一位父亲“宁肯坐牢也不送女儿到学校念书”的事轰动全国
11年后，父亲的家庭教育效果如何？成都商报记者与父女俩面对面

不送女儿去上学
父亲自己在家教

年观察

从泸州市纳溪城区的一条窄
巷进入，向着长江方向步行约两公
里，就到了李铁军和女儿居住的地
方——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筑公
司退休职工宿舍，被纳溪人称为

“下七化建”。小区里古木参天，共
有四栋青砖楼房。如今四周都是新
小区，这些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楼
房，相比之下显得有些破旧。小区
居民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整个小区
显得十分安静。

李铁军一家住在一楼，客厅墙
壁和屋顶画着各种星座图，狮子、小
熊一应俱全，几幅油画和石膏像挂
着，还有一幅裸女画是李婧磁妈妈
李安素所画，其他山水画则是李铁
军的作品，一张“铁军 画 不卖不
送”字条被虫蛀了几个窟窿，质地看
起来很清脆，吊扇一吹就飘来飘去。
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台电子琴，另一
边书桌上摆着《人体解剖入门》《素
描技法》《名家国画技法·古代仕女》
等书，旁边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
上面用粉笔字写着“知识就是力
量”。和11年前相比，屋里并无太多
变化，只是新增了笔记本电脑、WiFi
和一笼共5只虎皮鹦鹉。

2016年8月17日上午11时左
右，李婧磁在窗前支起画架，开始
临摹“亚历山大大帝”头像。她画了
擦，擦了又画，李铁军偶尔指导几

句。近一个小时过去了，“亚历山
大”仍然没有露出大致轮廓。

“这么一直坐着画，累不累？”
记者问她。“这是我爱做的事情，不
觉得累！”她一边说，一边拿起橡皮
擦掉了一根画歪了的线。

学习完美术开始练习音乐，李
铁军和女儿一人拉二胡，一人弹电
子琴，合奏了一曲《二泉映月》。不
过，这首曲子中间断了两次，一次是
父亲拉错了，一次是女儿忘了调。

“你们又新学了什么曲子？大
概有多少首了？”记者问道。“好几
十首了！”李铁军说，除了《二泉映
月》和《梁祝》，还有其他一些歌曲。

看到记者对李婧磁展示的美
术音乐才能面露困惑，李铁军有些
着急，冲着记者问道：“我来问你，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丑女分别是哪
些？”记者表示不知。他立马叫过女
儿，女儿答道：“分别是嫫母、钟离
春、孟光、阮氏”。

实际上，几年前，在一个电视
节目的录制现场，李婧磁就用同样
的问题考住了一堆人，这让父亲李
铁军非常满意。但是，人们却在质
疑：一个孩子掌握诸如“四大丑女
的名字”这样的知识，对今后的成
长和成才有多少帮助呢？不过，面
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如今已74岁的
李铁军仍然不屑一顾。

和11年前相比，74岁的李铁军
两鬓又添了些白发，除此以外并无
太大变化。虽已年过七旬，但精神
劲儿挺不错，喜欢一边抽烟一边大
声谈论事情。照他的描述，自己离
开学校后相继对天文、医学、音乐、
美术等进行研究，是一名“奇才”。
正是因为自己前半生将时间放在
科研上，直到50多岁才有了女儿。

一边抽烟，李铁军谈起了过
往。他从自己开相馆谈到画油画，
从在“七化建”当工人谈到中国人
口的增减，然后谈到了“恐龙灭绝
既不是因为火山，也不是因为气象
原因。”李铁军补充说，这是自己最
新的“研究”，等有合适的机会就公
之于众。不过，对他的这套理论，小
区邻居们有些不以为然，“研究天
体运行连一台天文望远镜都没有，
说出来谁信？”

这样的质疑从11年前就开始
了，除了对他研究的质疑，更多的
质疑和指责是针对他把女儿带离
学校一事。但对于外界的意见，他
一直非常不屑：“除了教人拍马屁，
学校里学不到东西！”李铁军手一
挥，丢掉了一个烟头。当年，正是由
于这样的观点，女儿李婧磁只在学
校里待了3年，便被父亲接回家“自
己教”，这引起了李婧磁母亲李安

素的不满，于2005年将他告上法
庭。泸州市纳溪区法院判决：李铁
军违反《义务教育法》，限他在判决
生效5日内送女儿返校读书。

对于这个判决，李铁军表示
“宁肯坐牢也不送女儿到学校读
书”。此后，因为多方面原因，这个
判决并未执行。从此，李婧磁再没
踏入学校一步。

说起当年的决定，李铁军讲述
了自己的理论，他说自己就是研究
人的，并称人分为“大脑发达”和

“小脑发达”两种。“小脑发达的人，
记忆力好，学东西来得快，反之则
来得慢。”李铁军解释，女儿属于后
者，学东西比较慢，因此需要让她
一遍一遍地学。

在邻居们看来，李铁军是个
“油盐不进”的人，当初曾有不少人
劝他至少让女儿读完初中，他一概
不听。对于2007年“将女儿培养成
科学家”的豪言，李铁军表示女儿
正在打基础阶段，关于“生物磁场”
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中。“等有合适
机会就会公布，这是对大家的一个
承诺。”李铁军说道。记者问他“合
适机会”是什么时候？李铁军似乎
有些不高兴，调转话头说起了自己

“关于癌症成因方面的‘研究’”，并
表示已经有了答案。

说退学 父亲：学校学不到东西
女儿：从此再没踏入学校一步

2016年8月17日上午，20岁的李婧磁坐在画架前，照着一本素描书
临摹“亚历山大大帝”头像，父亲李铁军时而在旁边指导几句。她画了擦，
擦了画，一个小时过去了，“亚历山大”仍然没有露出大致轮廓。这个场
景，恍如李铁军开始将女儿李婧磁从学校接回家的时候，只是时间已经
过去了11年，当年的小女孩已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大姑娘，父亲李铁军的
两鬓又增添了一些白发。

11年前，即2005年春，李铁军以“娃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由，将
女儿李婧磁带回家自己教，这起“家教挑战义务教育法”案轰动全国。如
今，11年过去了，父亲李铁军的教学成果如何呢？对此，李婧磁大方坦承，
自己连初中试卷都考不及格。父亲李铁军也承认，女儿在语数外和物理
化学这些学科方面均学艺不精。但李铁军坚持认为自己的教育是非常成
功的。他说，他在培养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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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习 父亲：指导女儿学绘画

女儿：画了1小时，画作未完成

那么，将女儿接回家自己教，
这11年是如何度过的？又是如何安
排课程的？李铁军表示，一般是“上
午学习，下午和晚上休息”。上午学
习的课程也没有严格规定，有时会
学画素描，有时会练琴，有时直接
讨论社会问题。

李家屋里有一份李婧磁的日程
表，上面写了每天要做的事。学习：
画画、音乐、看书、背书、练字；运动：
拉伸、下蹲5组（40个一组），仰卧起
坐6组（50个一组），跳绳一千下，羽
毛球、篮球、跑步；家务：打扫、洗衣、
做饭。在书桌上的一个笔筒上，还贴
着两张便笺，其中一张写着“对自己
恨（狠）一点，再过5年你会感谢今天
发狠的自己……”旁边有一沓古诗
词小卡片，大概有四五十张，有《鹅
鹅鹅》、《天净沙·秋思》等古诗词。李
铁军介绍，这些卡片是以前学习使
用，“现在早不用了”！

“她能背完吗？”记者问。“不用
全部背，只要能理解意思就行。”李
铁军吐了一个烟圈。“音乐、美术、
天文、医学，我无所不教。”李铁军

说。记者问他没有现成的教材怎
么办，李铁军称，“随便都能找到教
材。有一天我看到一首有关青春的
诗，马上查了让她学。”李铁军举例
说，为了证明有效果，他让李婧磁
背了一遍这首诗。

李铁军反复强调，自己是研究
人体生物磁场的，并表示曾多次带
着李婧磁外出做“实验”。做“实验”
的方式也很特别，例如守着溺水死
亡者观察身体变化。“所有的实验
都进行了记录，留作以后用。”李铁
军说。对于记者想要看这些记录的
请求，他表示“不方便”。

对于父亲的11年坚持，女儿是
如何看待的呢？李婧磁表示，经过
这些年的家庭学习，她自己认为成
效很明显。“但是如果拿初中生的
试卷来考，我肯定不行。”

记者追问：“那是否意味着不
如初中生的文化程度？”李婧磁表
示认可。但李铁军情绪突然激动起
来，狠狠地摔了烟头：“妈哦，不要
说初中文化水平，大学生又哪样，
能赶上我们李婧磁？”

11年来，李婧磁和她的同龄人
一起成长，有的已上大学，有的即将
升入大学。李婧磁曾有个很好的伙
伴“蛋蛋”，今年即将上大学，两人在
微信上相约一起去附近的游泳池游
泳，但她因脚扭伤去不了。另一个稍
大的朋友没有继续读书，已经结婚
了，成天在朋友圈晒娃。她一边笑，
一边把手机拿给父亲看。

“羡慕他们读大学吗？”记者问
她。“不羡慕，她们还羡慕我呢！”说
起读大学，李婧磁认为没有什么
用，“好多大学毕业生不是找不到
工作么？我觉得我现在挺好。”李铁
军在一旁补充道，学校那一套并不
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而世界上很
多有成就的人都是自学成才。

让邻居印象深刻的是，随着李
婧磁一天天长大，李铁军父女越来

越以独来独往的形象出现在邻居面
前。“小时候，院子里还有小朋友和
她一起玩耍。后来，大家都到学校念
书，就几乎没有见到娃娃们一起耍
了。”邻居毛婆婆叹了一口气。

“11年里，你到底教了你女儿
什么？”面对记者的追问，铁军冷静
地说道：“教什么？她现在的研究是
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历史上没有哪
个科学家的贡献会超过李婧磁。”
对于李婧磁具体在研究什么，他只
透露是关于磁场和生命方面的，但
具体内容要保密。

当记者问李婧磁到底学到了
什么时，李婧磁称，最大的收获是
知道了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原则
呢？”记者追问。这时，李铁军皱着
眉头，不耐烦地接过话头：“做人原
则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原则”。

说家教 父亲：音乐美术天文无所不教
女儿：做不完初中生的试卷

这11年来，父女俩靠他的退休
工资生活。李铁军坦言，自己每月
有3000多元钱，“但我们只花1500
元左右”。在李家，记者发现他们异
常简朴，今年夏天这么热，他们也
没有添置空调。

曾有人劝李铁军给女儿找个
事情做，让她适应社会，“你已经74
岁了，现在有退休工资，将来你走
了，娃娃拿什么谋生？”可李铁军对
此一点也不担心，表示女儿以后可
以靠劳动谋生，“实在不行出去擦
皮鞋也能找到一碗饭吃。”

对于女儿的现状，李婧磁的母
亲李安素十分痛心。一位女邻居介
绍，就在当年打官司后不久，李安
素曾回到纳溪找女儿，希望能带她
一起生活，但未成功，“女儿不听”。
由于李铁军和李安素没有扯结婚
证，李婧磁至今没有上户口。“周围
邻居和亲戚都劝他把女儿的户口
上了，他坚决不上。”一位邻居说。
说起这个问题，李铁军很生气，表
示“喊我去上也不会去”。“没有身

份证连车票都买不了，难道不担心
吗？”面对记者的问题，李铁军表示
买不了就不出去。接着，他就不愿
意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回避话题显然阻止不了
女儿的成长，也阻止不了现代生活
的影响。对于手机和电脑，虽然使
用时间不长，李婧磁和其他年轻人
一样“无师自通”。7月16日泸州出
现了火烧云，她也发了四张照片，
配文“晚霞如此美好”。

相比之下，她觉得父亲的进步
没有她明显。“很多新词语他都不
懂，解释半天才明白，很快又忘了
什么意思。”李婧磁举了“醉了”这
个词作为例子，“他总以为是喝酒
喝醉了，讲过很多遍他还是不懂”。

李婧磁告诉记者，其实再过两
个月，她就满21岁了。对于未来，父女
俩有些小小的意见不合。李铁军认为
搞科学研究，没有人会很早结婚，要
结婚就只能中止科研。而李婧磁则
表示，虽然自己目前没有意中人，但
她想在25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

说收获 女儿：知道了做人的原则
父亲：女儿正在进行伟大的研究

说未来 父亲：“搞科研”不能过早结婚
女儿：想在25岁前把自己嫁出去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罗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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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画画，父亲在一旁指导

父亲做家务，女儿在一旁看书李铁军和女儿下棋

李铁军和女儿合奏《二泉映月》

笔筒上写着激励自己的便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