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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先生是叶嘉莹先生的老师，也是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他的评论出入古今中外，令人从中得到思想和眼
界的提升。在本文中，他将诗歌的层次分为三类：欣赏、记录和理想。每一类自有其特点，但对前两者，作者有
所批评，欣赏者得情操，但陷入自我生活的小圈子就不足取；记录，虽然能将别人的生活加以描摹，甚至融入自
己的同情，但是缺乏理想，不能引领人的精神。在分析的时候，作者还与西方的诗歌、小说进行了对照，使得其
分析的深度不仅仅限于诗歌。其实，这三类分别，何止说的是诗歌，写作、教育、为人，不都是如此么？ （杨赢）

欣赏·记录·理想
每周推荐 | 顾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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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澄澈之心与孩子连接
□魏秀敏

初为人师时，我对孩子的爱总是有些一厢

情愿。10多年后，伴随教学经验的增长和成为

母亲的转变，我越来越意识到爱孩子的复杂和

奥妙。特别是看到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

一系列著作后，有了醍醐灌顶之感。

在《什么是最好的父母》一书中，河合隼雄

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抽丝剥茧地诠释亲子关系

和养育的本质。说起爱孩子，给予爱和支持是

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孩子

的爱总是有些太过自信。我们明明不是很爱

孩子么，为什么他们总爱唱反调？对此，河合

隼雄的回答是，“因为那些是父母的盲点，没有

逆反就没有成长”。

还有让许多家长头疼的孩子青春期如何

度过，可以提前做些什么，如何破解这个难

题？河合隼雄建议用“人际关系的储蓄”来破

解青春期之难。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一眨眼

就变了、无法沟通了，引起沟通质变的背后是

天长日久储蓄起来的人际关系。如果父母和

孩子的关系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么青春期的

难题总能克服，反之则会出现种种问题。

类似的洞见在《孩子与恶》一书中得到了更

深刻的阐释。作为临床心理师，河合隼雄有更

多机会见到这些“恶”的孩子。恶是什么？当我

们谈论它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期待，好像要用心

良苦制造“好孩子”，不遗余力排除一切“恶”。

然而，这种想法太单纯也太简单了。河合

隼雄认为，恶与创造存在天然的关联，“恶”天然

地具备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性。比如孩子偷窃

了，教师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坦白，使之成为孩子

成长的“好”的契机；也可以鼓励其他孩子揭发、

告密，但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不能容忍的“恶”

的行为。教师应该何去何从？对于学生的顽劣

行为，河合隼雄的建议是不能简单批评了事，因

为孩子即使破坏规则也想赢，所以首先要认可

孩子的这种变化——比起完全不关心输赢，这

说明孩子在心里产生了积极的愿望。

其实，处理好“恶”的事件能让师生关系、

亲子关系变得更加深厚。我曾遇到一个先天

失聪、戴着助听器的小姑娘，总是傲慢而倔强

的样子，对教师的要求视而不见。比如，我让

她完成单词和图片连线的题目，她回答“我不

想做这道题”……多次沟通无效后，我陷入挫

败和伤感之中。后来，通过与班主任、家长多

次沟通发现，因为身体原因，母亲总是满足孩

子的所有要求，这导致孩子以为自己的任何需

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是别人不对，进而

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

当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内心已经柔软了不

少。随着我的态度发生转变，与孩子的关系也

变得融洽。可见，如果教师能与学生建立心灵

的连接，便容易理解孩子的错误或出格行为不

是出于主观意愿，如此，更深的爱便会在理解

的那一刻释放出来，温暖彼此。

有时候，所谓长大成人是一个将童年的精

彩宇宙忘却的过程。童年渐行渐远，童心也渐

渐淡去。天长日久，成人面对儿童世界便知之

甚浅或格格不入。所以，如果教师想要探寻孩

子的心灵，首先要澄澈自己的内心，才能慢慢

走进孩子的世界。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中国诗人对大自然是最能欣赏的。无论

“三百篇”之“杨柳依依”（《小雅·采薇》）或楚辞

之“嫋嫋兮秋风”（屈原《九歌·湘夫人》）等，皆

是对大自然之欣赏。今所说在于对人生之欣

赏，如李义山。

义山虽能对人生欣赏，而范围太小，只限

自己一人之环境生活，不能跳出，满足此小范

围。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语·雍也》）“女”，同汝；“画”，停止、截止，

意谓“画地自限”。满足小范围即“自画”。此

类诗人可写出很精致的诗，成一唯美派诗人，

其精美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严格地批

评又对他不满，即因太精致了。

义山的小天地并不见得老是快乐的，也有

悲哀、困苦、烦恼，而他照样欣赏，照样得到满

足。如《二月二日》一首：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此首是思乡诗，而写得美。看去似平和，实

则内心是痛苦，何尝快乐？末尾二句“新滩莫悟

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不要但看它美，须看

它写的是何心情。“滩”，山峡之水，其流顶不平和；

“莫悟”，不必了解；“游人”，义山自谓。此谓滩不

必不平和地流，我心中亦不平和，不必你给一种

警告，你不了解我。然义山在不平和的心情下，

如何写出此诗前四句“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

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这么美的诗？由此尚可悟出“情操”二字意义。

观照欣赏，得到情操。吾人对诗人这一点功

夫表示敬意、重视。诗人绝非拿诗看成好玩。我

们对诗人写诗之内容、态度表示敬意。只是感情

真实，没有情操，不能写出好诗。义山诗好，而其

病在“自画”，虽写人生，只限于与自己有关的生

活。此类诗人是没发展的，没有出息的。

另一类诗人姑谓之曰：记录。诗人所写非

小天地之自我生活，而为社会上形形色色变化

的人生。姑不论其向上、向前，而范围已扩大

了。即如老杜所写，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田父村

夫。用“记录”二字实不太好，太机械。其记录

非干枯、机械之记录，写时是抱有同情心的。更

进一步言之，只是同情还不够。在诗人写此诗

时，乃是将别人生活自己再重新生活一遍，自己

确有别人当时生活之感觉。如老杜《无家别》，

别已可惨，何况无家？当其写其中主人公时，的

确是观察了，而且描写了，即王静安先生所谓

“能观、能写”。而老杜之“观”“写”并非冷静的、

客观的，而是同情的；并非照相，而是作者灵魂

钻入《无家别》的主人公的躯壳中去了；是诗的

观、写，不是冷酷的。故但用“记录”二字，不恰。

近代西洋文学有写实派、自然派，主张用

科学方法、理智，保持自己冷静头脑去写社会

上形形色色。而老杜绝非如此。也可以说是

《无家别》的主人公的灵魂钻入老杜的躯壳中，

所写非客观而是切肤之痛。黄山谷之“看人秧

稻午风凉”（《新喻道中寄元明》）不好，太客观，

人该这样活着吗？诗该这样写吗？说这样话，

真是毫无心肝。所以老杜伟大，完全打破小天

地之范围。其作品或者很粗糙，不精美，而不

能不说他伟大，有分量。西洋写实派、自然派

如照相师；老杜不是摄影技师，而是演员。谭

叫天演戏说我唱谁时就是谁，老杜写诗亦然。

故其诗不仅感动人，而且是令人有切肤之痛。

旧俄朵思退夫斯基（Dostoyevsky）（现实）说：

一个人受许多苦，就因他有堪受这许多苦

的力量。

老杜能受苦，商隐就受不了。商隐不但自

己体力上受不了，且神经上受不了，如闻人以

指甲刮玻璃之声便不好听，受不了；他不但自

己不能受苦，且怕看别人受苦，不能分担别人

苦痛。能分担（担荷）别人苦痛，并非残忍。老

杜敢写苦痛，即因能担荷。诗人爱写美的事

物，不能写苦，即因不能担荷。

……

吾人岂能只受罪便完了？应该有一个好的

未来。外国语录说诗人都是预言家，预言家当

然有理想。如此，则吾人对老杜诗自有不满。

记录与欣赏近似，只不过把范围扩大而

已，仍不能向上、向前，没有理想。有力量，则

可以担荷现实的苦恼；诗中有理想，则能给人

以担荷现实的力量。人说文学给人以力量，而

中国旧诗缺乏理想，易于满足。《离骚》中屈原

是追求理想的，而其所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

么，不可知。李白诗只是幻想、梦想，而非理

想。义山对情操一方面用的功夫很到家，就因

为他有观照、有反省。这样虽易写出好诗，而

易沾沾自喜，满足自己的小天地，而没有理想，

没有力量。老杜是伟大的记录者，已尽了最大

义务、责任，而尚缺少理想。

理想可使人眼光、精神向前向上。西班牙

的阿佐林（Azorin）（梦想）说：

工作，没有它，没有生活；

理想，没有它，生活就没有意义。

老杜诗理想虽少，然尚有。这在唐朝是特

殊的。凡一伟大诗人在当时都是特殊的，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且不为时人所了解。老杜有

理想的诗即余在《论杜甫七绝》中所举七绝：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两个黄鹂”是静，“一行白鹭”是动；“窗含

西岭”是静，“门泊东吴”是静。诗人静时如黄

鹂，动时如白鹭，而此静是点，动是线；至后二

句之静是一片，动是无限。诗人动静应如此。

岭之雪乃千秋以上之雪，船虽泊而自万里外

来，在此表现老杜理想。以前无人做此解者，

而以为四句皆不过老杜空说梦话。然四句的

确有其理想，如此说，庶几得其诗情！而在老

杜集中只此廿八字。

（选自《顾随全集》，顾随著，河北教育出版

社2014年版）

12 年教育写作，我积累了 1200 余万

字。教育写作之路就是我的成长之路，这

是一条挑战与风景相伴的路。

人是有惰性的，在适宜的环境中总是

享受安逸的生活，我在教育生涯的前13年

就是这样过来的。1995年参加工作时，我

来到一所乡村中学，当时学校规模小，教师

专业成长的氛围不浓，于是放松了对自己

的要求，继而懈怠了。2008年学校撤并，规

模扩大了 5 倍，我意外地被任命为新组建

学校教务主任，压力甚大。出身教师世家，

父母教育我不要服输，于是我开始了对专

业成长的探索。我在网上挑选了一款电子

日记本，想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减轻工作压

力，那半年写了两万余字。

2008 年 11 月，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

标：每天写1000字的日记。这个要求对当

时的我来说是严苛的，写什么内容、什么时

间写都不知道。但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

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再继续空想，而是开

始做、坚持做。

刚开始每天在电脑上打 1000 个字是

困难的，更不要说写得多好了。没有东

西可写的时候，我就给学生写信，给他们

加油鼓励。学生收到我的信十分欣喜，

结果班级氛围好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高了，教学效果也提升了。这是教育写

作最初带来的显性效果。实在没有东西

可写时我就阅读，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慢慢生发出一些想法，然后再把这些

想法写下来。

在经历极度痛苦后，我还是跨过了每

天1000字这道坎，不过我没给自己停一停

的机会，继续加码到 2000 字、3000 字。记

得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我每年能写 160 余

万字，专业发展似乎走上了“高速公路”。

在高速行驶的同时，我发表了第一篇文

章。从此我不仅播种，也开始收获。因为教

育写作，自己细心观察、深入思考、系统研究

的能力提高了不少。记得在开始写作的第

二年，我一个人超常规上交了5篇论文参加

区里的评选，有3篇获得了一等奖。

后来，我结识了恩师，他极其认真严肃

地告诉我：你要读书，你要有足够多的输

入，才有高品质的输出，写作才有意义。也

正是那时，我读到了杨绛先生的一句话：你

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

接纳两位前辈的建议和观点，我在

2016年春决定暂停写作，开始反省和大量

阅读。那一年，我开始诵读经典，然后带领

学生、家长、教师诵读。在这个过程中，我

受到许多启发，开始纠正自己的航向——

专攻专项阅读，对某个专题进行深入细致

研读，对某个感兴趣的人物进入全方位阅

读。如今看来，阅读让我的教育写作有了

根基，让我有了思想之源，让我有了更高品

质的输出。

人生就是这样，走走停停，这本身就是

一种乐趣和风景。在教育写作这条路上，

我结识了许多写作能手，他们的成长历程

与写作经验给我的教育写作指明了方向，

让我坚定了走教育写作这条路。同时，我

还做了多场讲座，帮助更多教师通过教育

写作赋能专业成长……行走在教育写作的

路上，我欣赏着路边的风景，也结识了更多

“精神尺码”相同的朋友，在每一个春暖花

开的季节，我们结伴同行，通过写作完成了

一次次成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太

炎小学）

关键人物

“紧跟时代”的朱正威先生
□刘 丹 包春莹

有人说，他是优秀的教育实践者、改革者和研

究者，他对教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生物教学和一般

教学活动；有人说，他将一生的教学经验都献给了

教材编写事业。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教

材编写思想会一直为教材编写者提供营养——他

就是我国中学生物学教育名家朱正威先生。

朱正威身后留下了几百页珍贵的笔记手稿，

他的笔记很讲究，内容详尽、图文并茂，犹如手工

教科书；先生的实验绘图作业堪称完美，手绘解

剖图小到毛发的局部、肌肉的纹理，大到动物的

整体，都十分准确、形象。先生这种严谨、细致的

品格在他日后的工作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学毕业后，朱正威开始在中学任教。课

堂上，他富有亲和力又不乏激情，心中时刻有学

生。他曾写道：“学生不是接纳和储存知识的仓

库，更不是被加工的标准体。他们不仅决定着

民族的兴旺、国家的昌盛、人类的福祉，还因其

积极参与教育过程，才使教育科学之树常青。”

他也常常给学生示范实验操作，带领学生到田

间地头进行观察实践。

学生说：“朱老师总是把最新的知识融入生

物课，上课时常常带着几本厚厚的期刊，从中引

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并与知识结合起来。有时他

还能在随便一份报纸中找到一两条新闻动态，

那都是课本内容的应用体现。”

对于这种教学行为，朱正威曾撰文写道：

“讲‘光合作用’时，正值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会

议在罗马召开，粮食问题是当代世界的重大社

会问题……会议提供了大量素材，我国在该会

议上因耕地数与养活的人口数之比和人均日热

量消耗的飞跃进展受到了赞扬，这是很好的课

堂设计素材，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课堂之外，朱正威还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生

物学讲座，比如“为长寿而斗争”“宇宙飞行与生

物学”，等等。

为了更好地传播知识，朱正威很早便踏上了

教材编写之路。朱正威的夫人说，他人生最快乐

的时光就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材的18年，因

为他把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做了，一生的爱都倾注

在教材里。于是，就有了教材中不胜枚举的神来

之笔——引言中的小诗，让生物教材变得诗情画

意；那只抖擞精神的果蝇，让学生毕业多年还印

象深刻……不管是在教学中还是在教材编写时，

朱正威都注意选用我国科学家及科学成果为例，

尤其注意介绍杰出学者和劳动模范。

常有人评价朱正威“紧跟时代”，其实他的许

多思想观念都是超越时代的。早在1982年，他就

提出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统帅教材和贯穿于教

学之中，这与当下一些观点是一致的。关于STS

教育（对科学、技术、社会的研究，简称 STS 教

育）、对科学史教学的重视及创设情境，朱正威从

1982年开始就陆续在多篇文章中呼吁过，这些都

是与当下教育所强调的核心素养相关的内容。

无论在讲台抑扬顿挫的话语中，还是在教科

书的字里行间，朱正威都是理性又不失浪漫诗意

的。今日缅怀先生，不是伤感“落木”的悲怆，更多

的是体味“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

温情。正如先生期望的那样，课程改革的“新陈代

谢”继往开来，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优秀教师的

涌现如激越奔腾的江水，不断向前。

（作者单位均系人民教育出版社）

成长记录

写作之路有风景相伴
□张自恒

物
理
课
真
的
好
有
趣
，一
个
个
实
验
总
是
让
我
心
驰
神
往
。
物
理
世
界
的
奇
妙
到

底
在
哪
里
？
东
民
老
师
请
回
答
。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蛇
口
育
才
教
育
集
团
育
才
二
中

王
新
宇

指
导
教
师

张
妍

童
心
绘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