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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观，通俗地说，就是如何看待

儿童、如何对待儿童。换个角度说，儿

童观的本质就是对儿童本体价值的判

断，包括对儿童未来发展价值的预判

与期待。而儿童观、儿童本体价值总

是存在并显现在儿童的言行中，因此

确立正确的儿童观，应该“观儿童”，犹

如价值观与观价值一样。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童观，只

是表达不同，但一定要处在自觉状态，因

为儿童观应具有稳定性。比如，陶渊明

用饶有兴趣的《责子》诗，历数膝下几个

孩子的种种不肖：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

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

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

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陶渊明在观儿童，他的儿童观倾向

于儿童是顽皮、懒散、无心向学的——至

少对他家里的儿童。而丰子恺呢？他在

《儿女》一文中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

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

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

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

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

位”。虽然，丰子恺与陶渊明“观”到了

不同的儿童，准确地说是“观”到了儿童

的不同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儿童观，儿

童观就隐藏在“观儿童”中。

把一切心灵献给孩子的苏霍姆林

斯基用一句比喻表达了他的儿童观：

“儿童是人类伟大史诗的草稿。”我认

定这是伟大的诗句，是经典的苏氏儿

童观。我很赞同，也自愧远远不如苏

霍姆林斯基，难怪他成了教育家。在

我的理念中，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

管理观是基于儿童观的，抑或说是以

儿童观为底色的。

儿童，人类伟大史诗的草稿，内涵

非常丰富，主要在两个方面：儿童的伟

大与儿童“草稿”的修改。这两方面统

一、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儿童观，

舍此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欠缺的、“跛

脚的”，之于教育、之于儿童的发展都

是不利的。现存的问题恰恰是在这两

方面认识、把握都不够，都有问题，两

方面统一在一起更不够。于是，“儿

童，人类伟大史诗的草稿”内涵的完整

性这一命题就凸显了出来。

先讨论第一方面，儿童是人类伟

大史诗的草稿。首先，显现了儿童的

伟大，他们是人类的骄傲。其内涵是：

人类的一切秘密都隐藏在儿童身上，

认识人类，首先要认识与发现儿童；认

识、发现儿童，正是认识、发现人类。

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儿童就有什么

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类、什么样的未

来，我们培养了好儿童就是塑造了民

族和未来。所以，教育要坚守“儿童第

一”的立场。其次，显现了儿童具有伟

大的可能性。可能性是未来性，具有

不确定性，但可能性的能量无比巨大，

可能性正是生命创造的能量，可能性

正是创造性。儿童的可能性存在于 3

个方面，一是存在于现实中，二是存在

于梦想中，三是存在于时间的流淌

中。对儿童可能性的尊重与呵护，是

对未来、美好、创造的尊重与呵护，因

此要“观”儿童的现实表现，要珍视儿

童的梦想，要相信儿童，并给他们足够

的时间和乐观的期待。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们的核心理念

是解放儿童，解放他们的心灵，陶行知

的“解放论”至今都是熠熠发光的。只

有解放儿童，让“草稿”明亮、灿烂、生

动、丰富，让梦想镶嵌在“草稿”中，让美

好在“草稿”里跃动，让时间在“草稿”里

闪烁出独特的光彩。遗憾的是，我们在

尊重儿童、信任儿童、解放儿童方面，认

识很不到位，做得很不够，“人类伟大史

诗的草稿”往往被当作错误百出的废纸

扔进了垃圾桶。这是个大问题。

再讨论第二方面，草稿的修改。凡

是草稿总得修改，修改后的草稿才能最

终成为史诗。大凡修改草稿要有个原

则：尽最大可能尊重草稿，不因稚嫩而

讥笑，不因错字错词错句而斥责，但必

须严格，尤其是价值、方向的问题更要

澄清，不可视而不见，更不可糊涂了事，

价值引领是“草稿”修改的第一要义。

修改草稿也是个过程，是让草稿从欠缺

到完整，从模糊到清晰，从表象描述到

有点理性思考，错字、错词、错句、错标

点得到改正。草稿的修改需要爱心、耐

心、细心，需要严肃之心、严格之心。不

修改，草稿永远是草稿；修改，让草稿最

终成为人类伟大的史诗。但是，一切的

修改都是以人类伟大史诗为方向、前

提、原则的。好比要给小禾苗浇水、增

加养分；就如给小树木剪枝理叶，恰似

让花蕾经风雨、见世面。

就是这样，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解

放与规范，自由与守纪，活泼与严肃，

快乐与刻苦……两方面的结合、融合

才能体现完整的“儿童性”，也才是人

类伟大史诗草稿的内在逻辑，当然才

是科学的儿童观。当下，我们需要这

样的辩证法，需要建构一个完整、科学

而美好的儿童世界。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院研究员、原

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假如，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

教师的职责，应该是这样的：教师是引

领学生向善、向美、向阳，与学生一起

探索世界、开展真实学习的陪伴者，是

离学生最近的榜样。

这么看，当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当

一个学生喜欢、信任的好老师就更难

了！常常听大人在倾诉：“如今的小孩

子太有主见，太难管，太不听话啦！”小

孩子也在嘟囔：“我知道我错了，可是老

师这样说我，我不服气……”那么问题

来了：教师怎么说，学生才乐意听？我

愿意与您分享几个常用的小妙招儿。

营造一个好好说话的场域，让学

生感受到你的爱。教师是距离学生最

近的榜样。倘若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是

平等、协商的，说话的态度是心平气

和、彼此接纳、互相理解的，通常孩子

会模仿教师的样子，慢慢养成好好说

话的习惯，与人沟通起来会更顺畅，同

伴之间的相处也会更友善。作为教

师，无论课堂风格如行云流水，还是激

情澎湃似滔滔江河，与学生平等交流、

与儿童好好说话是前提。用学生能接

受、能听懂、内心舒服的方式表达爱，

营造一个好好说话的场域，才能建立

平等、信任、良好的师生关系。

沟通方式多样且浪漫有趣，让学

生知道你的期待。作为与学生朝夕相

伴的教师，既能分享学生成长中的喜

悦，也能理解他们受到挫折时的不安

和局促。与学生交流的方式尽量丰富

多样：一个眼神儿，一个拥抱，竖起的

一个大拇指，摸摸小脑瓜，丰富的肢体

语言常常发挥着神奇的作用。不太好

直接说的事儿，可以随手写一个小纸

条，画一幅简单的画儿，或者用讲一个

小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尴尬的局面

瞬间会得到化解，问题在轻松的氛围

中迎刃而解。

讲一个时隔多年仍然让学生记忆

犹新的小故事——写作业与“鸡刨

粪”。对于学生的书写，教师希望规范、

工整、美观，交上来的作业赏心悦目才

好。事实上，孩子一忙起来，作业常常

是“龙飞凤舞”。怎么说这些淘气的小

家伙才会听呢？我拿起作业本，故意装

成老花眼，拿得很远，摇头叹息：“看不

见哪个是对的啊，这是啥意思？快给老

师讲讲！”学生低头给我讲解的时候，我

会顺势聊几句：“你们几个过来，我给你

们讲个故事吧，别让其他人听见：我小

时候，生活在东北农村，春天午后暖洋

洋的日子，农民伯伯开始把粪土散开、

捣碎，准备去滋润庄稼。此时，小鸡宝

宝们特别高兴，它们一窝蜂般冲过来，

把粪土扒拉得乱七八糟。农民伯伯发

现了立即拿起扫把追赶这群‘肇事

鸡’。这个场景在东北叫‘鸡刨粪’。展

开丰富的想象，那场景像不像你们几个

这次写的作业？”哈哈哈！几个淘气的

小家伙发出了鹅笑声，开心地说：“咱们

重新刨，等着哈。”过了一会儿，举着整

整齐齐的作业来了：“杨老师，我们刨完

啦！”捧起学生再次提交的作业，再抬头

看看这几个小家伙，由衷地称赞：“这字

和人一样帅啊！”随后，欣然在数学作业

上写下“赏心悦目”的评语。

读懂、理解、包容每一个学生，语

言幽默风趣，温暖入心。时刻提醒自

己，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努力尝试读

懂儿童的行为，解码儿童行为背后的

秘密。站在儿童的立场，读懂学生，理

解学生，引领学生成长，教师的语言也

要幽默风趣，温暖而有力量。发现、认

同儿童的好奇心，对儿童表现出来的

行为或想法不急于否定，及时肯定儿

童做对或说对的那部分。

再与大家分享一个引导学生课间

安全游戏的故事——好奇心与卖拐，

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忍俊不禁。小 Q

同学不慎扭伤了脚，打了石膏，需要拄

拐数日。全班同学对他呵护有加，同

时对他的拐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课间除了小Q同学，其他学生抢着拄，

嗖嗖地满屋子转。恰逢数学课，此情

此景刚好被我遇见。我问：“你们是不

是对这副拐杖特别好奇？”孩子们频频

点头。我继续说：“仔细观察啊，这拐

杖是木制的，要架在腋窝处，现在就相

当于小 Q 同学的一只脚，对他来说很

重要。谁愿意继续体验，就借你拄一

天，拄完了必须交一个 600 字的体会

和感受。如果还是特别喜欢，特别好

奇，等小Q好了，这拐原价卖给你。”哈

哈哈，教室里一阵大笑。“卖拐，卖拐！

杨老师，我不拄了，我不拄了！”于是，

在笑声中开启了数学课。

如何说，学生才会听？我想，唯有站

在儿童的立场，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受

到被尊重、被理解、被看见，才能实现亲

其师，信其道！教师，不是注满一桶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的那个人，让爱、好奇

心、勇气成为儿童一生最美好的礼物！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第三小学）

学校里种了许多树，各有各的属

性，展示着特有的风貌。树有着巨人般

的坚实，又存有母性的温情；树可以是儿

童停靠的歇脚处，也可以是慷慨的朋

友。也许是相处久了，树与儿童有着奇

妙的关联。儿童的身上有着木质的清香

气质，刚毅且懂得赠予；树的身上有儿童

的甜，蓬蓬勃勃的，多了唱歌的欢愉。

对于必将长成“大树”的儿童，我

们要提前仰望。

一个秋天的午后，偶然瞥见校园

的一角，大大小小的人儿围着一棵

树，叽叽喳喳，很热烈。

这是一棵美貌且极具母性的柿

子树，果实累累，累弯了枝头。叶子

也美，黄红绿，一派灿然。

我好奇地凑上去，加入了这场仰望。

这群六年级的孩子是来收柿子

的。他们被分配了长竹竿、大剪子、

木梯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几只

灰喜鹊从树梢上惊起，又落在附近的

树上，不远去，像是在静观事态。

需要劝阻吗？当然不。

摘取是有意义的，有“秋令”和

“农作”的意义，有“收获”和“分配”的

意义，有“喜悦”和“汗水”的意义，有

亲近果实的触摸意义。

这是童年生活的功课，这是我们

校园“心灵化运营”的常态。

我唯一的不甘是眼睛还没享受

够，有点不舍。

显然，孩子们已经等不及了。他

们的小贪婪，早就像那一枚枚柿子，

饱胀到极限。他们终于迎来了这节

“劳动与技术课”。

这群小果农兴奋地攀爬着，吆喝

着，欢叫着……每一枚柿子落入篮子，

即有一群饥渴的小手扑上来，捧在掌

心，抚摸它的“皮肤”，嗅一嗅它的味

道。突然一声惊呼，原来刚落下的这

枚柿子，里面竟然空了，只剩一副皮

囊，而刚才在树下望它时，并无异样。

大家七嘴八舌做起了侦探，一个声音

跳得最高：“我知道，是小鸟干的！它

是被小鸟从上面掏吃的！”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抛向旁边那棵停着喜鹊的树。

有少年挥着竹竿去驱赶，喜鹊飞

走了。

欢笑声继续。柿子被小心翼翼

地装进袋子，有人提着，有人托着，不

给果子任何摩擦受伤的机会。我很

好奇这届小果农们怎么分配劳动果

实，他们说方案早就做好了：每个参

与的同学得一枚，没有参与的班级得

三枚，这可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我犹

疑着，继续问：“所有柿子都要摘吗？”

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为什么要摘光

呢？留一点给天空不好吗？

就在我若有所思的时候，突然跑过

来一个男孩：“校长妈妈，我能不要我的

柿子吗？”他的声音很焦急。“为什么

呢？”我问。他说：“我想把我的柿子留

给小鸟，刚才被赶走的那些小鸟！”

所有人都听见了男孩的话。

静默之后，人群又炸开了锅。“我

的柿子也要留给小鸟，小鸟可以把它

变成种子，带到远方去播种……”“我

的留给树妈妈吧，所有的‘孩子’都走

了，树妈妈多孤单啊……”“我的也要挂

在树上，挂在天上，秋天才是红的……”

“好了好了，我们留下10枚，不，20枚，

自愿留下的，请举手……”

我的心被柔软地敲击着。孩子的

逻辑跳跃得多快、多美、多精彩啊！只要

给他们一根竹竿，他们的思维就能跃到

云朵上去。而且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

思考了，他们在问：柿子究竟是谁的？在

他们的潜意识里，至少已经触摸到了一

种新的美学和伦理：超越“果农”利益的

秋日审美；“有限消费原则”；“舍得”和

“出让”，这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哲学。

我很惊喜孩子的表现，一次次佐

证着学校的理念：儿童不仅是我们的

教育对象，更是我们的审美对象。教

育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对世界的理解，对美的敏感，对

万物的怜惜，对自我的定位……留在

树上的柿子，无人去摘的苹果，都是

心灵的倒影。

至少有一枚柿子是留给母树的

至少有一枚柿子是留给小鸟的

至少有一枚柿子是留给天空的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实

验小学）

人类伟大史诗与草稿的修改
□ 成尚荣

儿童，是成人的审美对象
□ 刘 慧

如何说，学生才乐意听
□ 杨丽君

阅读活动中，师生共读、亲子共读

颇为热闹。各路阅读推广人都十分强

调共读的重要性，提供了许多实施共

读的策略。然而细究起来，这些策略

中往往只重视教师、家长单向的输出，

缺了“共”字，只见居高临下的“教育”，

不见平心静气的对等交流。

什么是共读？直到我与自己的孩

子开始共读才发现，共读首先要共

情。成年人，或迫于生活压力，或困窘

于人际尴尬，渐渐地羞于谈论诗与远

方，也不再远望蓝天。于是，常常把经

过岁月沉淀久酿之后蕴得的人生“哲

理”用来指导孩子的生活乃至阅读。

此时，阅读不再是童年生活的美

好，反而成为我们指导孩子“朝拜”功利

的圣殿。我们居高临下的指导，试图帮

助孩子在书籍海洋中学会“游泳”。然

而，我们忘却了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孩子是一个男孩，从小就喜

欢搭乐高积木，读乐高的搭建说明书

是他的一种乐趣。曾经，我也买了许

多有名的绘本，准备和他一起看。但

在共读中我发现孩子并不感兴趣，一

如既往地埋头于乐高说明书，丝毫不

愿意亲近绘本。不甘心，再试。我又

拿出小时候自己最喜欢的《西游记》连

环画。这次，老老实实遵循故事引路

的策略，先是大谈西游记中的精彩故

事，后来又把连环画放在面前，如此

“诱敌深入”应该可以成功了吧。不

料，得意了没几分钟，连环画又被塞到

沙发底下，充当乐高积木城堡背景。

一败再败，好胜心油然而生。再

出一招，奖励看书。这招果然管用，为

了拥有更多的乐高积木，孩子终于乖

乖坐下与我“共读”了。

成功送出几套乐高玩具后，心里

不是滋味起来。这难道就是共读？斗

智斗勇后，看到的不是美滋滋地享受

阅读，而是急匆匆地完成任务。如此，

是阅读的胜利，还是“乐高”的胜利？

为了挖出小男孩心底那些“秘密”，

我陪着他一起读说明书，搭乐高积木。

为了一个零件的位置争论不休，反复分

析说明书的图示。一次，儿子为了说服

我，一二三四地摆了四条理由。蓦地发

现，这难道不是阅读吗？所有的证据都

来自说明书上的步骤，述说的逻辑也是

经常按步骤搭建的结果。

久久沉思，我的阅读观确实出现了

问题，萦绕在意识深处的就是那句：我

是为你好。然而，我们忘了儿童的内心

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忘了，童心之初到

底是什么？当孩子不再亲近《安徒生童

话》时我们会焦虑，担心他们是不是不

再亲近阅读了；当孩子不再依偎着我

们，听我们讲过去的故事时，我们担心

他们与文学绝缘。我们在焦虑中变得

强制而专横，变得不再能看见童心深处

和我们久已失却的真诚。

时至今日，我仍旧为当初的发现

而激动，因为我的孩子——那个男孩

并没有因为只看说明书而远离文学和

阅读。反而因为这份喜好，在阅读中

更增添了一份理性。

让我们放下焦虑，放下功利，守住

童心，一起同行。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第二实验学校）

丰子恺在《儿女》

一文中说，“近来我的心为四事

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

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

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

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

地位”。

面对那些如星辰般闪耀的孩子，我们

应持有怎样的儿童观，又应该如何去观

察儿童、理解儿童？在“六一”儿童节

即将到来之际，听一听作为教

师、校长、父母的他们怎

么说——

共读于斯，童心如初
□ 吴钟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