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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生命花园走进生命花园，，出生入死出生入死
□ 王艳芬

教育乃关乎心灵之事，教师更直接

面对学生的心灵，我想从关乎人心最要

紧的几个维度来回顾自己的成长岁月，

也是当我作为一名教师在或实存或想

象的教育现场思考问题时特别重视的

几个维度。

爱与死

在很小的时候，曾经因为贪看一本

小人书而被大人锁在房间里，等到反应

过来，叫门无人应，这种恐慌在我幼小

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那以后，

就很少再有那种忘我的投入。直到高

三时，在一节物理晚自习课上，我埋首

于有三块青砖那么厚的盗版《王朔作品

全集》，看得浑然忘我，直到物理老师走

到我前面那排座位的时候，我才被突如

其来的惊吓弄得手忙脚乱，慌忙藏书。

王朔小说里那种不死无爱、极致到

伤人的纯粹，倘若没有来自美利坚的史

诗魂魄打底，我不知自己的人生走向会

是什么样。

高二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两大本

厚厚的《乱世佳人》。少年人心性好强，

喜欢挑战大部头，一口气囫囵吞枣地从

头看到尾，那种满足，大概只有狮子老

虎不受打扰地吞下一只小羊时那种愉

悦的心情，差可比拟吧！从那以后，我

就喜欢上了外国小说。

中国当代白话小说，只在读大一的

时候，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扫荡，读了

六七十本，整体感觉一般。与之相比，

外国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为我的阅读

和 思 想 引 入 了 一 个 真 正 的“ 第 三

者”——上帝视角。

并非全然“旁观者”的姿态，“第三

者”的眼是冷的，心是热的，面对不公不

义，必定有所行动。每一个被置身大时

代的人，在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或主动，

或被动，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承

担其带来的后果。是舍生取义，还是为

爱受难，或忍辱负重，或永不满足……

每一种选择背后，都站着一个个活生生

立体的人，在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

高三毕业时，用同样的方式吞了古龙

的《绝代双骄》。古龙的武侠，与其说彰显

了一种存在的孤独，不如说集汉语文化特

有的矫情之大成，要么用故作洒脱掩饰避

世的怯懦，要么用道德主义遮蔽生命的能

量。记下这本书，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

经的桎梏以及如今并未完全消失的缧绁。

要言之，一东一西两本通俗小说，

在我的青春期埋下两颗思想生命的种

子：当我们执着地在有限的人性中寻找

无条件的爱，是一定会失望的；而只有

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的

时候，才可能真正生出向死而生的勇

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种体悟，当然不仅仅是阅读中得来

的，必然要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相互印证。

就像一间教室里对面而立的教师和学生，

除了天然的权力关系之外，更有看不见的

精神生活的相互影响和彼此成全。教学

相长，不应被局限于知识和思想的交换与

交流，更有心灵交汇的感动与碰撞。

罪与怕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日日

本文化是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耻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

感文化”，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恰恰没

有“乐感”，而长期被“耻感”和“罪感”所

捆绑。前者让我惯于在人前深深地掩

藏自己，难以与人发生真实的连接，后

者让我在工作中一度深陷价值的相对

主义和虚无主义而难有积极的作为。

我从小生长于汉语文化的“酱缸”

里，从未接受过自己所处的环境，阅读

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尤其是他提出的

“杀子文化”，让我对学生产生深深的同

情，也对自己产生警惕。读此书时，我

已为人师。常给我所教的高中生推荐

觉得适合他们读的书和自己正在读的

书，但若有学生对我的推荐不加辨析地

全盘接受，步步追随，我又会产生一种

误人子弟的危机感，恐怕自己这个知识

和思想的二道贩子误导人家。于是，有

意保持距离，更希望有不同的声音出

现，大家互相交流。

25 岁时读《寻找家园》的经历是最

特别的。在又想看与又怕看的纠结中

读完，这本书对我既有的许多认知产生

了颠覆性冲击。时下教育界写作流行

一种“生命叙事”，我觉得，每一位认为

自己是在写生命叙事的朋友都可以对

照《寻找家园》，对自己的写作做个最基

本的评估：我可以做到几分诚实？

我的判断很简单：从文字能看出，高

尔泰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喜欢什么就

做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固然有其性

格的缺陷，太过耿直，容易得罪人，但绝

非大奸大恶之徒，这样一个对人对己都

很坦诚的艺术家，却经历了那么多的颠

沛流离、家破人亡、九死一生，是什么出

了问题？高尔泰用他的真诚打动了我，

我也因此被他的经历所折射的历史图景

震撼，进而开始思考个人的出路。

我的一名学生因为看高尔泰的文

章被班主任认为“思想有问题”，嘱其老

实学习不要乱想。我本来就敏感的性

格愈发被自己想象中的恐惧影响，开始

在学校主动边缘化自己，同时因为研究

学生的问题而开始转向对小学教育和

学前教育的关注。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阅读这两本书

带给我的影响，应该是：心存敬畏，真诚

地思想。前提是：生活在真实中。

信仰与救赎

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教师必须诚

实地面对自我，面对学生，面对生命的

已知和未知，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不仅探索，更要创造。这关乎对生

命意义的追问和探寻。

20年前初上大学时，曾经手抄瞿秋

白《多余的话》，借故人之书表达自己心

中理想的幻灭感和对生命的无奈。也

许是天性中就有“殉道者”的激情和愚

勇，也许是特有的成长经历让我难以和

世俗生活的欲望无边发生长久的共鸣，

20 年后再看这篇长文，依然感觉现实

远、历史近。只不过，现在的我不会像

在大学里那样，把自己想象成某个英雄

人物，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记

得在大学生活期间，我从来不把自己的

被窝弄得足够舒适，效仿《怎么办？》里

的拉赫美托夫。后来当老师，总有一种

强烈的面对现实的问题意识，或许就是

这个过目不忘的书名打下的烙印。“生

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这

句话据说是鲁迅说的，扎扎实实地刻在

我30岁以前的生活痕迹中。

读书不求甚解，兼“独学而无友”，

造成的惨剧就是，虽然也会被《悲惨世

界》里主教对冉阿让的饶恕之爱感动，

但因为并不明白那样的爱从何而来，在

生活中有意模仿，把自己活成了沙威

——道德警察，常常在内心把自己逼迫

到自杀的边缘。多年以后回头看，超越

现实的更高维度的信仰，一直是我们教

育中所匮乏的。

没有救赎，人生就都是苦路。

《你往何处去》和《凯旋门》，在我生

命中沉淀下来的，与其说是对爱情的向

往，不如说是对终极永恒之存在孜孜不

倦的追求。据说这种气质叫理想主义。

《凯旋门》里的一句话，更新了我看

待世界的眼光，大意是：当你不再有神

圣感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神圣起来。现

在看来，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建立生活

中人与人的边界意识。任何一种关系

都要有边界，关系中的人不轻易越界即

是对彼此的尊重和爱护。如果把这个

原则应用到教师工作中，“师生恋”就是

一条绝不可碰触的红线，因为教师在学

生面前天然拥有权力系统赋予的权威

身份，爱情发生在任何两个权力不对等

的人之间，都是需要质疑的。

《你往何处去》是每个人都要在内

心向自己发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

三个本来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的终极

追问，在举国创业和全民娱乐的时代氛

围中被无限解构，甚至成为消遣的笑

话，虚无主义的精神病毒已经蔓延至小

学生身上。

当时，我虽然尚未有信仰，却被书

中基督徒殉教的精神深深震撼。追求

崇高，以身殉道，是我们似乎非常熟悉

又完全陌生的精神品质。在信仰空洞、

思想匮乏的时代，去伪存真或许当为各

项事务的先导。

时隔多年，我很难清晰地指认阅读

的先后顺序和场景再现，只是每每回望

来路，越过重重迷雾辨认路标时，每一

次目光对视都会看到熟悉的灵魂抖落

层层时间的灰，在永恒的底色里愈发亮

丽和沉静。

生命，生命

特别认同台湾教育学者李雅卿的

一句话：“一个人面对教育的态度，其

实就是他面对生命的态度。”

生命是什么？生命有没有意义？

生命当如何存在？在成为一名基督徒

以前，我的思想主线是：人是什么？人

应该怎样活？我不愿意被任何理论规

定，固执地从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鲜活的

生命中去发现、探索、思考，“像水蛭一

样学习”，汲取不同的养分。

上大学时，看过一篇对德国青年卢

安克的报道，他独自一人到中国农村研

究教育，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想法。我

被卢安克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样式所

打动，进而对其所受的教育发生兴趣。

后来，我接触到了华德福教育，读完了

当时国内出版的所有关于华德福教育

的书。其中，《解放孩子的潜能》是对我

启发最大的一本。

虽然，作者预期的读者定位主要是

父母，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越来越多

的父母不满足于“怎么办”，而更想明白

“为什么”。我一直都对各种的“为什么”

抱有痴迷般的执着，每接触一样自己感

兴趣的新事物，不但想知其然，想知其所

以然，更想知其所以然背后的所以然。

寻找的过程中，《解放孩子的潜能》帮助

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儿童世界的门。

我向来警惕在教育中谈“爱”，在一

个公义时常不张的环境中谈爱，极易堕

入浪漫主义的想象和世俗油滑的陷

阱。在孩子的世界中，对公义的渴求从

不亚于对爱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寻找

公义就是爱。倘若教育者自身的生命

缺乏朝向公义的张力，那么仅仅作为感

情输出的爱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领

悟，来自于绘本《走向生命花园》。第一

次读这个绘本时，一页页翻过，经历了

各种“孩子看到……”然后——

“这是最后一次，孩子在他的岛上

看这个世界。然后，他决定——”

看到这里，我有意停下来，想了一

会儿。我想，后面一定是个动词，会是

什么样的动词？在看到了战争、饥荒、

冷漠、伤害、贪婪、欲望、悲伤……之后，

他会决定做什么？想了几分钟，我翻开

最后一页，被大大地震撼。

没想到。

想不到。

为什么？

不仅仅是想象力的问题，这与我对

生命的认知有关。这是一个谈生命的绘

本。读这个绘本是在7年前，今天我想用

自己的理解来定义用生命影响生命的

“爱的教育”，这种教育应当基于对公义

的认知，包括情感的互动、理性的建设和

关系的更新，朝向寻找真理的道路。

按照大多数人对三个重要概念的

理解，戏仿一首打油诗：爱情诚可贵，自

由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不是终章

上面提到的这12本书里，有10本都

是25岁以前读的。

事实上，如果在学校里待的时间足

够久，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进入高中的

时候，基本的价值观已经定型，很难改

变，教师更多在启发学生思想方面可以

有所助益。这就证明，高中以前，尤其

是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师的作用更

大，不但要有清晰的思想，更要有对生

命的普遍觉察和认知，有按照自己价值

观生活的勇气。

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阶段，

教师无须读太多教育理论，而需花更多

心思在师生生命的共振与共同生长。

而且，教师要了解0-18岁各个年龄段学

生的身心发育特质，不能只看眼前这个

人，被自己有限的认知捆绑。

所以，如果要总结我的“教育观”，

最简单不过：把自己当人看，也把别人

当人看，所有的教育归根结底都是自我

教育。不要轻易给任何人下结论。

无论教师是怎样的人，一切教育现

场发生的，都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

影响。基于此，我心目中教师的功能首

先是陪伴者，然后可以是发现

者、帮助者，最优秀的

教师是燃烧自己，鼓舞

他人，真实生活，勇敢

去爱的人。选择做教

师，就是选择走进生命

花园，出生入死，努力

去做一名合格的“第三

者”，让自己成为连接

儿童和伟大事物的一

座桥梁。

王艳芬，生于 1980 年，

当过高中语文教师，做过教

育杂志编辑、教师培训策

划、学校文化理念及景观设

计创意与文案呈现、课程研

发等工作。

2010 年 起 任《读 写 月

报 新教育》杂志责任编辑，

2012年起任编辑部主任。

现为自由职业者。

十 本 书

《《王朔作品全集王朔作品全集》》

王朔王朔

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2004年版年版

《《乱世佳人乱世佳人》》
[[美美]]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米切尔米切尔

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1990年版年版

《《绝代双骄绝代双骄》》

古龙古龙

花城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911991年版年版

《《悲惨世界悲惨世界》》
[[法法]]维克多维克多··雨果雨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1992年版年版

《《怎么办怎么办？》？》
[[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1996年版年版

《《多余的话多余的话》》

瞿秋白瞿秋白

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2009年版年版

《《你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
[[波兰波兰]]显克微支显克微支

侍桁侍桁 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1980年版年版

《《凯旋门凯旋门》》
[[德德]]埃里希埃里希··玛利亚玛利亚··雷马克雷马克

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1994年版年版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孙隆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2011年版年版

《《寻找家园寻找家园》》

高尔泰高尔泰

花城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042004年版年版

《《解放孩子的潜能解放孩子的潜能》》
[[英英]]马丁马丁··洛森洛森 著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2006年版年版

《《走进生命花园走进生命花园》》
[[法法]]蒂埃里蒂埃里··勒南勒南 文文

[[法法]]奥利维耶奥利维耶··塔莱克塔莱克 图图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2010年版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