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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文学书写的一大母
题，至近现代，自然文学更是成
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凸显
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灌注其中的
自然和生命情怀历久弥新，不过
其具体的书写对象和主题意蕴随
时代社会的语境而有所变迁。自
然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意义尤为
重要，近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
卢梭提倡自然主义教育观，“回归
自然”是其核心，他认为良好的
教育有赖于自然教育、人的教育
和事物的教育这三种教育的有机
结合，而理想的“自然人”作为
社会的新人，首先是由大自然培
养出来的。儿童是天生的自然之
子，其身心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大
自然的浸润和滋养。儿童阅读自
然文学，是对于自然的一种间接
参观和参与，从中可感受到自然
的气息、自然的精神、自然的意
趣，并能激发其对于自然的喜爱
和探索。

韩开春在“少年与自然”书
系的 《写在前面》 中也谈到了自
然之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大
自然才是孩子们释放天性的最佳
场所。我一直认为，和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孩子是最幸福的。”他在

“代后记”中谈及写作宗旨：“我
很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引起孩子们
对大自然的兴趣，激发他们主动
探寻大自然奥秘的欲望——这是
我追求的一个小目标。”人到中年
的韩开春称自己是“自然之子”，
对于大自然的倾心使得他依然葆
有童心，以一双始终好奇的眼睛
关注自然万物，尤其是看似微不
足道的花草树木和虫鱼鸟兽，并
以其饱学多思发现其中的美与
灵，以朴素清淡的风格诉诸笔
端，创造了别有洞天的“开春”
物语，或可说，开启了文学天地
中一方生机勃勃的“春天”。

研究英美自然文学的著名学
者程虹用“旷野的营养”来形容

美国自然文学大家、《瓦尔登湖》
的作者梭罗的精神营养来源，而
写作花草虫鱼等散文的韩开春的
精神营养，则更多是他儿时生活
的乡村所赋予的，可以说他的作
品得益于“乡村的营养”。韩开春
小时候生活在江苏泗阳一个名叫

“时庄”的乡村，乡村给了他自
由、宽广、多彩的童年，也为他
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独到而丰
富的素材。他笔下的花草树木和
虫鱼鸟兽主要是乡野的风物，散
发着浓郁的苏北乡土气息与气
韵，植物篇的乡土性似乎尤为浓
重，如 《陌上花》 中，他写了乡
村路边田野几乎随处可见的各种
不起眼、不名贵的野花：荠菜
花、油菜花、蚕豆花、芍药花
等；动物篇中，《雀之灵》 写了麻
雀、燕子、伯劳、喜鹊等，《与兽
为邻》 既写了獾、獭、狐、貉等
野物，也写了兔、牛、羊、猪等
家畜。他书写这些耳熟能详的乡
间生物，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韩开春调动自己的文学和史
学等的积累，力求将博物类散文
写得丰盈饱满，趣味生动。事实

上，他的文学书写中也不无严谨
的考证精神，细致区分各种相近
的植物，比如把同为禾本科多年
生植物的荻、芒、芦苇、茅等分
别单列成篇描述。他不厌其烦地
写出植物的形、色、香、味、性与用，
查阅了《诗经》《本草纲目》《博物
志》等多种典籍，一方面可准确说
明这些植物的名目、特性等，另一
方面，引经据典可赋予这些朴素的
植物以悠久的文学雅韵，比如《荷
花》篇中融汇了与荷花相关的古今
诗文、绘画艺术以及与佛道渊源的
阐释，使得“荷花”立即活色生
香、意味隽永。

不 过 ， 真 正 要 让 这 些 “ 物
语”生动起来，更多仰仗的还是
作家童年鲜活的乡村经历。韩开
春常将动植物的气性与人间烟火
相联系，使得对物的描摹不干不
枯，充满血肉丰满的现场感。比
如 《獾》 中，用快节奏的笔法描
述了偷瓜的獾和看瓜人之间的一
场战斗，给博物散文增添了引人
入胜的情节感。此外，他也把笔
触伸向历史、社会、文化和普遍
的人情人性，力争每一篇都有其

斑斓的色彩与弹性的质地，尽可
能营造审美空间之“博”。

自然文学探索自然的奥秘，
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人从
自然中获得的启悟。韩开春在描
写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过程
中，对这些植物和动物的气质、
性格、精神虽有所歌赞，但并不
止于此，还不时由此及彼地生发
出关于当代社会现象和生命状态
的反思，其中包含了对于人类破
坏自然的批判，也有对于自然之
心沦丧的痛惜。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
本，这一“根本”不仅基于其物
质意义，也涉及其精神和心灵意
义。爱默生在 《美国学者》（被誉
为美国知识界 《独立宣言》） 的
演讲中指出“认识你自己”和

“研习大自然”是合二为一的。韩
开春笔下丰富驳杂的乡村植物与
动物世界，铺展出乡村朴素而又
不无奥秘的风土画卷，而在此动
静结合的风景中，又常融入作家
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心景。这
些平中有奇、小中见大的博物散
文，能激发读者对于寻常视若无
睹的风景风物的好奇之心和探察
之举，触发读者与作者之间心弦
的共鸣，并且可能帮助读者构建
出属于自身的独特的心灵景观。
倘若我们能拥有自然的丰富性，
也会因此而拥有精神和心灵世界
的丰富性。无论是少年还是成
年，怀着永不疲倦的新奇之心，
走进自然——以双脚行走的方式
或以阅读文学的方式，是对我们
生命世界的一次回归、一份体
认、一种丰富、一番净化、一轮
提升。在当今这样一个迫切需要

“关怀自然”和“自然的关怀”的
时代，韩开春的“少年与自然”
书系，绵绵密密地传递了来自大
自然的殷切召唤。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春开春””物语物语，，博物博物““外传外传””
——评韩开春“少年与自然”系列散文

谈凤霞

阅读推荐 麦田守望

很多年不读童话，常觉得教学现场的不少
童话太“教育”，有点儿兴趣索然，冷玉斌老师针
对课文《小稻秧脱险记》的精彩剖析，就是例证。

新近读到汤汤的童话，发现迥异于那些“教
育中的童话”，而真正是童之话、童之梦。尤其
是《小野兽学堂》，让我联想到“童话中的教
育”。如果说《小野兽学堂》构建了一个可视化
的“童话中的学堂”，那么“汤汤幻野故事簿”系
列中的《小青瞳》则把“童话中的教育”放大到一
个家庭、家族乃至种族的范围。

童话中的教育，模糊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的界限，而只有互相启迪、互相陪伴。虽说孔
子早就提出“教学相长”，但只要在教育场景
下，教育者就是长者、权威者，受教育者就是
幼者、弱势者。师生平等、众生平等，在“教
育中的童话”里很难看到，如 《小稻秧脱险
记》 区分了小稻秧与杂草，前者必须依靠“喷
雾器大夫”才能脱险。我猜做过多年小学语文
教师的汤汤创作时是自觉绕行，故意让童话不
那么“教育”，教师也不必“高大全”。她的主
人公往往是勇敢、独立、渴望自由的男孩女
孩，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坚定和聪慧，可能
超过了身边的成年人。“小青瞳”正是如此。

小青瞳作为一条鱼，在认识青豆前并不确
知自己的身份。多年生活在严厉的族规下，她
和同伴已经对水产生了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但
在青豆的鼓励下，加上一直对水有隐约的向
往，小青瞳鼓起勇气跳进水潭里，享受到了作
为鱼的快乐。“水可好啦⋯⋯它好得像我妈妈
的怀抱，又柔软又舒服。”小青瞳努力向村民
们描述自己的感受，她的真诚、急切，她面对
惩罚坚决不退步的坚定，已然成为教育者的形
象，最终让大黑鸟 （祖先爷爷） 感到了羞愧，
讲出了当年的真相。而当大黑鸟请求小青瞳原
谅时，她微笑着说：“祖先爷爷，谢谢您说出
了真相，我认为您也很勇敢。”这一瞬，祖辈
与后辈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界限不复存在，
甚至体现出“后喻文化”的格局。

《小野兽学堂》也是如此。学堂只有一位老
师，他坚持要所有孩子叫他“老麦”，“小野兽”们
最喜欢的，不是他的语文、算术课堂，而是讲故
事。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故事，
不如说是一群儿童陪伴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的临终关怀故事。到底是“小野兽”们更需要老
爷爷讲故事，还是老爷爷更需要这些儿童的陪
伴？汤汤的童话因此没有了师生，而只有互相

需要的生命伙伴。小青瞳与青豆、早早和“小野
兽”们、老麦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的，是更具童话
性的教育，是值得向往的教育。

童话中的教育，最为关键的成长不是知识
技能或见识，而是自我识别、自我认同。从学
习目标或内容角度看，汤汤的童话不执着于知
识、技能，甚至不怎么关注见识的增长。她更
在意的是这些奇幻的经历能否带来生命成长，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自我”的识别与认同。

小青瞳和鱼族遭遇着一个重大困惑——我
们到底是鱼，还是幸？祖先爷爷当年很了不
起，但他没法解决身份的撕裂，逼着鱼族接受
族规，整个族群开始一代代经受痛苦。直到小
青瞳在青豆等的帮助下将“秘密”揭示，鱼族
才实现了正确的自我识别，也通过自由选择，
实现了多元的自我认同。

《小野兽学堂》 中，早早也遭遇了自我识
别与认同的巨大痛苦，原来自己是一只野山
羊！选择做小男孩，还是做野山羊？这种痛苦
是“小野兽”们难以体会的，他们只是为了听
故事和陪伴老麦，才短暂假扮成人类的孩子。

自我认同当然要从自我识别开始，有趣的
是在汤汤的童话中，完成“打开天眼”任务
的，往往不是成年人，而是孩子，或借助外来
者的视角。如小青豆冒冒失失地闯进“鱼”
村，触发了“小青瞳”的身份识别。成年人的
自我识别能力，可能反而弱于儿童，且重新进
行自我认同的难度也远高于儿童。

教育与童话，在汤汤的童话中实现了神奇
又峻险的合二为一！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教育中的童话与童话中的教育
——读《小青瞳》和《小野兽学堂》有感

王丽琴

“ 少 年 与 自
然”丛书（8册）

韩开春 著
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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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百余年办学历史的国家
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应将发展的触角
伸向哪里？中华职业学校折射出的闪
光点在于：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和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
人，只有时刻将学子们的成长成才放
在心上，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摆在极
其重要的战略高度，将“劳工神圣”
的大国工匠精神和成长成才的治学思
想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才能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名校。

创建于1918年的中华职业学校，
在百余年的办学中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勠力创新、开创未来，不断
弘扬和秉承黄炎培等职教先贤的办学
理念。由此，开启了中华职业学校启
现代职教之源、开职教风气之先的发
展历史，一举成为了上海市职业教育
的璀璨明珠——

“不忘初心”职教思想继承
百年薪火

回眸历史，鉴今以往。1918 年中
华职业教育社成立的第二年，为了能

“举例以示人”，教育家黄炎培等职教
先贤在上海亲手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
社首个职教实验基地——中华职业学
校，这是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上首
所现代意义的中等职业学校。由此，
开启了中华职业学校“启现代职教之
源，开职教风气之先”的历史征程。

进入新时代，学校始终以“使无
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办学宗
旨，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

“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
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金的人
格，铁的纪律”来培育时代英才，将
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
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了当
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富有试验性的学
校。

长期以来，学校形成了三大优良
传统：爱国爱校，手脑并用、敬业乐
群、学以致用，艰苦朴素等优良的作

风。学校先后荣膺国家重点中等职
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上海市
职教先进单位、上海市安全文明校
园、上海市中职系统行为规范示范
校、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市优
秀市民学校、市中小学职业体验活动
基地、市中等职校艺术教育先进集
体、市青少年创新思维竞赛活动模范
学校、市中职家庭教育示范校等多项
荣誉称号，走出了一条以黄炎培教育
思想、黄炎培精神培育职业教育创新
型人才的发展道路⋯⋯

“职教兴国”特色引领顺应
时代发展

中华职业学校一直以先进的治学
思想、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而著称。走
进这所学校，“敬业乐群”的校训赫然
醒目，“劳工神圣”的治学思想给人以
启迪、给人以力量。特别是，学校实
施“手脑并用”“做学合一”“半工半
读”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万千学子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放飞出无数的梦想。

注重实习环节是中华职业学校的
一大特色，学校创建之初就开设了实
习工场和模拟银行，以“职业市”实

行学生自治，培养学生爱国爱校、艰
苦朴素、服务社会的人生情怀。有铁
工、木工、珐琅、纽扣、文书、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机械、土木、商、会
计、中等机械技术和石油机械等科

（班） 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近万名
优秀学子，涌现出一大批有爱国心、
有技能的社会人才。从这里走出的学
生遍布海内外，他们以崇德尚技、报
效国家、无私奉献的大国工匠精神，
被誉为“中华牌”。

百年名校，中华腾飞。中华职业
学校地处上海市中心城区，为适应国
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学校逐
渐构建成“航空旅游”和“文化创
意”两大专业群，开设有视觉传达设
计、影视动画、美术设计与制作、空
中乘务、民航运输、航空服务、商务
日语、西餐烹饪、中餐烹饪与营养膳
食、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计算机
网络技术、休闲服务 （高尔夫）、戏剧
表演、幼儿保育等专业，形成 1 个中
本贯通、3 个中高贯通、3 个市品牌专
业、7 个特色专业。

这些特色品牌专业，为学生的就
业、升学、留学、创业提供优质服
务，令每一名中华学子都有出彩的人
生，彰显了中华学子的青春光彩⋯⋯

“改革创新”走向国际实现
多元发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中华职业学校缘何得到创新发
展？正是因为学校秉承黄炎培的职教
思想和“工作踏实，教学扎实、作风
朴实”的优良传统，才取得了教育教
学成就，为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

学校以“继承发扬、改革创新、
从严务实”的办学方针，从工业民用
建筑、宾馆管理服务两个专业起步，
历经上海市百所中等职校重点建设工
程、国家级别重点创建、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站所挂牌、示范品牌专业建设
等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了上海
市中心城区一所独具历史文化和专
业品牌特色的学校。

近年来，学校率先试点西餐烹
饪专业“双证融通”改革，真正
实现一张毕业证、多张技能证；
学校深化校企合作，探索产教融
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打
造高水平中高、中本贯通专业；开展
中外合作项目，引进国外优秀课程资
源和外籍师资，为学生创设了多元化
的发展道路。

学校作为国家第 034 职
业技能鉴定站所，5 年蝉
联上海市质量评比一等
奖 （特等奖），充分发
挥 了 职 业 教 育 服 务 社
会的职能。学校承担的

“同心”温暖工程毕节项
目，实施黔沪携手发展战
略 ，助 力 广 大 学 生 成 长 成
才，将职业教育之花盛开在云贵
高原，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立德树人”让学子的人生
精彩绽放

什么是教育创新？什么是中华品

牌？跨入 21 世纪，中华职业学校继续
秉承黄炎培的职教思想，现任校长黄
玉璟积极探索新时代办学之路，创新
了“强技能，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学
做人，为服务社会之准备；追梦想，
为中华复兴之准备”的办学理念，以

“让教学充满智慧，让职教彰显魅力，
让学生喜欢学校”为目标，在立德树
人、专业建设、校企合作、校园文
化、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领域，实
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

进入“十三五”时期，学校更加
明确了“文化立校、管理治校、特色
兴校、质量强校”的创新发展思路，
学校领导始终坚定以黄炎培职教思想
为立校之本，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校史教育、国防教
育、纪律教育、礼仪教育、审美教
育、身心教育、匠心教育和国际视野
教育，激励学生“做更好的自己”，精
心培育“爱我中华、双手万能、责在
人先、德技双馨”的社会优秀人才，
形成了“金的人格”“铁的纪律”“强
的技能”“美的形象”等育人特色。

百年维新育人路，一曲桃李争艳
歌。中华职业学校历经百年巨变，黄
炎培的职教思想源远流长，为中华职
业学校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
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精髓，为中华职业
学校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革
故鼎新、开拓创新积累了宝贵的财
富，为国家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成功的示范⋯⋯

(俞 俊)

启职业教育之先河 扬时代创新之风范
——中华职业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

中华职业学校校园环境中华职业学校校园环境

①学校奖学金颁奖礼表演节目

②学校获航空服务礼仪大赛奖项

③学校建校 100 周年纪念大会武术

表演

④学校校门文化教育墙

⑤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陈列室

⑥学校礼仪特色教育“礼仪操”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