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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这

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个

人都知道，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

一个宇宙呢？它以无限的广度和深度

而存在着。大人们往往被孩子小小的

外形所蒙蔽，忘却了这一广阔的宇

宙。大人们急于让小小的孩子长大，

以至于歪曲了孩子内心广阔的宇宙，

甚至把它破坏得无法复原。一想到这

种可怕的事往往是在大人自称的“教

育”、“指导”和“善意”的名义下进行

的，不由更加令人无法接受。

我忽然想到，所谓长大成人，也许

就是将孩子们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

宙存在逐渐忘却的过程。这样一来，

人生似乎有点太凄凉了。

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凝望着这个

宇宙，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但是，遗憾

的是，孩子们不大会向大人诉说关于

这个宇宙的发现。也许是因为，他们

模模糊糊地觉察到，如果一不小心这

样做了，那些不能理解的大人马上就

会着手破坏自己的宇宙。尽管如此，

当遇上能够对来自孩子的宇宙侧耳倾

听的大人时，孩子们还是会用生动活

泼的语言，诉说他们的发现。

神无论是开心的事/还是悲伤的

事都看在眼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大

家都是好人/也许神也会厌倦/神啊/既

创造聪明人也创造傻瓜/就是因为厌

烦（山下美智子《神》）

这是一位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诗。

存在于山下美智子的宇宙中的神，是

一位多棒的神啊！有些原教旨主义者

大言不惭地声称，在现代世界中，为了

正义，战争也是无可奈何的，我真想让

他们读一读这首诗。当他们的神盛气

凌人，怒目而视，宣称为了正义不惜大

量杀人的时候，山下小姑娘的宇宙中

的神却是一个完美的自然体，不慌不

忙地指出，这世上的形形色色不是正

好吗？山下虽然只是一年级小学生，

但也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思考着为什么

在这世界上不仅有开心的事，也有悲

伤的事，不仅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在

思考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存在于自己

内心的宇宙中的神的样子。

如果你看到这首诗，觉得有趣而

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也写一首，却未必

能如愿。要产生好的诗，作为其土壤，

在孩子的宇宙中开明的教师的态度尤

其重要，这一点不可忘记。

下面再来看一首孩子的诗。是小

学二年级学生的诗。

不管谁来了/看到我/“又长大了”/

“上几年级了”/“就要上三年级”/“这

么快啊/上次还是一年级呢/我记得”/

说着就来摸我的头/大人们啊/总是说

着同样的话（中谷实《大人》）

虽然孩子内心有着无限的宇宙，大

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总是说着同样

的话”。大人说上一句“又长大了”，摸

摸孩子的头，就觉得是在跟孩子“对

话”，或者就是在“疼爱”孩子了。但是，

这些什么都算不上。孩子们早已认真

观察着大人，看穿了他们的老一套。孩

子的目光透彻地观看着这个世界。

因为孩子们的诗太精彩了，我曾

在一本杂志上这样介绍孩子们的诗

集：“这本书让人不由得想要推荐给任

何职业和年龄的人读上一遍。”而来我

这里接受心理疗法的人（成人）读了，

却这样说道：

“不管怎样，这不都是些稀松平常

的事吗？”

这句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那么大肆

宣传、希望更多的人去读的那本书，内

容原来也很“稀松平常”嘛。对此，我

回答道：“那是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懂稀

松平常的东西。”

……

通过心理疗法这项工作，我接触

了很多孩子和大人，长年接受这方面

的报告并进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

我听到，有那么多的孩子，当他们的宇

宙受到压制时发出了悲痛的呼喊。另

一方面，大人的话中则处处体现出他

们在童年时曾经遭受了怎样的破坏，

而这种破坏又是怎样的难以修复。他

们所发出的悲痛的呼喊与求救声，或

者被完全无视，或者反而在大人以“不

正常”的判断下受到更进一步的压迫

而告终……

前面说过，所谓长大成人，也许就

是将童年时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宙

忘却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大人的

内心，也各有一个宇宙。只不过大人

的心灵往往会被眼前的现实所吸引，

例如薪水有多少，怎样提升自己的地

位等等，而忘却了自身内心的宇宙。

甚至在发觉其存在时，感到出乎意料

的恐怖和不安。

大人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安

袭来，才会无视孩子的宇宙的存在，乃

至试图进行破坏。因此，当我们反过

来努力去了解孩子的宇宙的存在时，

我们也许会回想起已经忘却的关于自

身的宇宙的一些事，或者有一些新的

发现。也就是说，对孩子的宇宙的探

索，也自然而然地关系到对自己的世

界的探索。

（选自河合隼雄《孩子的宇宙》，王

俊译，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2版）

孩子的宇宙
河合隼雄（1928—2007），日本心理学家。著述浩繁，内容主要涉及儿童教育和心理治疗。

《孩子的宇宙》是作者关于儿童教育的代表性著作。“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一个宇

宙”——河合隼雄郑重、热切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一神圣、温暖的事实，身为家长和教师，

我们是否知晓，是否认同？我们尊重、呵爱孩子的宇宙吗？

河合隼雄的儿童观、教育观以及人生价值观，在日本本土有很大影响；在我国，越来越多的

人在熟悉和了解他。相信河合隼雄会是我们教育生活的一个思想资源。 （任余）
随看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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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属于老师的爱
□胡 忠

关键人物

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是人生的悲哀；如果遇到一位富有爱心的老

师，则可能是贫穷中的转折。我的人生，就充满了这样的巧合。

我的小学，是在一所全班只有10多个学生的学校度过的。

在六年级前，老师们都是每人教一个班，也就是俗称的包班教学。

既上语文，也上数学；只上语文，也只上数学。唯一的正规活动，就是做

一下课间操。整个操场高低不平，无法开展任何活动。

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位优秀教师身上应具有怎样的美德。但是，

梁老师却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只属于老师的爱。我的字一直写得不

好，从一年级时起，梁老师在通知书上都有“希来期认真练字”的批

语。如今我才知道，那是多么强烈的一份期许啊。对我来说，那个本

子带给我的还有一种震撼——对于一个从教十多年的教师来说，还那

么认真地写教案，还那么认真地备课，已不能用认真来形容，而是一种

品德。

当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每次想起那时的情形，我都隐隐感到一种力

量。它的根，就长在那时的备课本上。当我上课前想着课文已教过几

遍，觉得不用那么认真就敢走上讲台时，那个本子似乎就要向我撞过

来，让我不要忘记了，作为一个教师起码的自觉。

梁老师有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个头却比我略高。还是在二三年

级的时候，梁老师便把他儿子穿的旧衣服带给我。虽然旧，却不破，至

少比我自己穿的看起来整洁、清爽。衣服都是洗干净后带来的，叠得整

整齐齐。每次她都会说，我像她的娃儿一样，这句话极大地顾全了一个

农村男孩的自尊，也让我在同学面前不那么寒碜。

小学毕业，想读县城好的初中，需要与全县的学生竞争。当我以全

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以后，最担心的人却是梁老师。她怕家里无法让

我继续读书，所以委婉地对我母亲说，如果觉得供我读书有困难，她可

以适当提供帮助。

读初中了，梁老师不再给我旧衣服，而是亲自给我织毛衣，让我非

常温暖。有一位自己敬重的人关心着，让我对生活充满着力量，让我对

生活多了一份坦然。

现在梁老师已退休，不可能再教我，却一直在教我。我想做一位像

她一样的教师，也常常为没做好而自责。

从农村走来，从贫穷里走来，我并没有自卑。这么多年来，有许多

人对我嗤之以鼻，有许多人对我冷嘲热讽，有许多人对我否定怀疑，都

没能把我击倒，因为梁老师带给我的力量，让我坦然以对。

这么多年，我遇到过许多农村贫困家庭里走来的孩子，我也像梁老

师那样，在顾全他们自尊的前提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许多人看

来，做那些事真的微不足道，但我却认为，这是我从教生涯里最自豪的

事。我要感谢梁老师，把一种只属于老师的爱，植根在我的心里。是她

让我懂得，过滤掉那些对教师职业的冷言冷语，抛开那些对教师的偏执

陈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吧。

身为一名教师，我曾认为对学生最大的教育是影响。现在我觉得，

传承是一件比影响更具责任、更美好的事。

这一份美好让我时时提醒自己，怎样做一名好教师。这一份美好

告诉我：可以不优秀，但一直需努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兴文县香山民族初级中学校）

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1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永葆“小王子”的情怀
□朱卫国

每周推荐

2017 年，苏东坡诞辰 980 周年，单在下半年微信朋友圈就至少被两个

纪念东坡先生的事件刷屏：其一是暑期央视播出的 6 集纪录片《苏东坡》；

其二是“十一”过后，清华附小6年级小学生的苏东坡课题研究成果。

在历代文人之中，我一直以东坡先生为我的精神偶像。2017年，我与东

坡先生经历了“1314”，以下容我一一道来。

一次游学。2017年初，我“挈妇将雏”赴海南儋州游学，只为寻觅东坡先

生的足迹。我们饶有兴致地在“东坡诗词背诵接待中心”通过背诵苏东坡诗

词赚来 4 张门票，畅游了东坡书院。东坡书院里的每一座亭台、每一尊雕

塑、每一个匾额背后都有一段东坡先生教化当地士子感人的事迹。

三篇文章。儋州游学返家之后，我就写成了《儋州寻访东坡先生的

足迹》一文。后来，学校推荐我的家庭参评“温州市 2016 年度爱阅读榜

样家庭”，我便写就《悦读东坡》一文作为参评素材之一。没想到，《温

州教育》微信公众号于 3 月 17 日推送了这篇文章，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月，《温州日报》向我约稿，我又一次想到了东坡先生，写就了《与东坡

同行的一天》，呈现了我围绕《赤壁赋》教学的清晨备课、早读指导、课

堂教学和亲子阅读。这三篇文章，记录了我 2017 年学习东坡先生的日

常点滴。

一门课程。去年新学期开始，学校征集新的校本选修课程。成竹在胸

的我申报了一门“蓄谋已久”的《东坡拾瓦砾》选修课程，不曾想居然受到学

生的热捧，报名者甚众。

这门课程从“吃货”“书法家”“慈善家”“段子手”“养生家”等不同角度引

导学生走进东坡先生的世界，让学生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东坡先生。在授

课过程中，我重读了《苏东坡传》《漫话东坡》《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风情百

样苏东坡》《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书，并与学生一起品赏了纪录片《苏东

坡》，学生学得兴味盎然，我也教得兴致勃勃。

我为这门选修课设计了一份不同寻常的作业：学生自主组成研究小组，

自主选取一个角度，自主搜集资料，写一篇关于东坡先生的研究报告，并做

成课件与全班同学分享。这门课程，让我对东坡先生的一生做了一次较为

深入的梳理。

四次交流。其中两次为公开交流，均发生在去年11月。其一是在温州半

书房，交流对象是金融系统的朋友，他们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金秋读书

会”，分享各自的读书体会，令我刮目相看。我与他们交流的话题是《像东坡

先生一样生活》，重点交流了东坡先生“爱美食、爱交友、爱生活”等方面，现场

气氛热烈，其乐融融。另一次是应母校永嘉二中之邀，为“屿山讲坛”做《悦读

苏轼》的交流，我从长相、取名、星座、美食、交友、恋爱等角度，较为全面地与

永嘉二中师生分享了东坡先生的各个侧面。现场学生都很投入，笑声不断，

掌声不断。这两次交流，我都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推荐了阅读东坡先生的

相关书目。

另外两次为私人交流。一次是与旅美学者陈心想博士的交流：陈博士

说，读了我十年前写的那篇《享受苏东坡》而重新点燃了他对东坡先生的兴

趣。另一次是与某名师的交流。我一直以来都对他钦慕有加。去年 7月，

就在央视纪录片《苏东坡》刷屏的时候，他的公众号发布了《为谁留下潇湘

去》一文，于是，我不揣浅薄地在后台给他留了言，提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这

四次交流令我对东坡先生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

2018年，“东坡”先生必然继续活跃在我的生活与工作中，或许我们又将生

出许多新的故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我与东坡先生的“1314”
□陈智峰

成长记录

许多教师都曾感叹“师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大凡初见，

都是动人的，一切皆是欣欣然，孕育着无限可能与生机，我们相信，世间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怀着这份美好希冀，我们眼中的影像水一样

澄澈，我们目及的心灵绒一样柔软，浸润其间，万物沐阳，我心飞扬。

后来，一切都败在了时间里。日历一页页撕去，每条残缺的撕口都

如此雷同，昔日的柔软渐变粗粝，我们开始快速功利化，世俗的点点渗透

让人忘却了初心，那是从起点即望到了终点的烦躁，潦草的结果似乎已

经注定，人与事变得无聊，生活的糖纸被舔得干涩无味。

于是，学生便有了好坏之别，表现也有了优劣之分。园丁眼中的满

园生机有的芬芳、有的萎蔫，花的灿烂与草的繁杂牵引着我们也羁绊着

我们。每一朵花，每一株草，起先都有一个名字，或响亮或平凡，后来又

都败给了时间。花和草，好与坏，我们就这样暴戾与任性地定义了所有

的学生。

我们也开始变得不自由。初心远离，幸福不在。

读一读《小王子》吧，这部伟大的童话可以让我们找回丢失的初心。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她、爱着她。有

一天，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5000朵与他的花一模一样的玫瑰

花时，小王子才知道那朵举世无双的花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他

倒在草地上哭了。

这时，打算与他交朋友的狐狸开导了他。狐狸说，人的感情建立在“驯

服”的基础上，“驯服”就是建立纽带，一份默契，一种责任。在“驯服”前，大

家与无数的同类并无区别，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于各自来

说对方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你深爱一个人，不忍舍弃，不

是因为他（她）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你的爱才让他（她）变得独一无二。

如此说来，我们眼中的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老师

的爱让他（她）变成了独一无二。要知道，每一位相遇到的学生在你的

“驯服”下，已经是如此可贵，他（她）应该有一个独属的名字，他（她）的心

田里有你投射的情感光芒，你们彼此已是唯一的“师生”缘。这一切，都

需要用心灵，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待。

在此过程中，你——老师，也成了众生眼中的“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此时，你是幸福的，也是自由的。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简化或淡化了“驯服”，代之以“匡范”和“训

诫”，教育的温度与色彩渐行渐远，人间的一场师生缘就这样擦身而过，

初见相遇的美好片片凋零……

那照亮教育生命的一束光，让我们重回生活的亮处。让我们用“小王子”的

大情怀，永葆师生初遇的美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朱河中学）

童心绘师

师生之间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诸葛老师，他像个灌篮高手一样玩转篮球。

浙江省温州市城南小学 陈青墨 指导教师：朱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