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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写作， 实际上隐含了对自己的反思与批判———

“像一只鸟羞愧于飞行”
■林茶居

今年8月，我的教育人文随笔集
《大地总有孩子跑过》由教育科学出
版社出版。在本书封底上，印有我以
第三人称所作的自我介绍：“他身怀
浓浓的教育乡愁，向往‘大地总有孩
子跑过’的教育图景。 在他看来，大
地、孩子、跑……所有这些，是美好
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 ”

这个文案， 是我跟此书编辑王
利华老师几番商议后才最终确定
的。 我是把“孩子”当作教育的核心
意象，万物围绕“孩子”并照料着“孩
子”的“跑”而成为“大地”。在严中慧
老师（网名“青花依旧”）那里，这个
意思可以表达为：“我对生命总是握
着一把愚诚的， 愿意保持乐观的相
信，总是相信脚下的寸土。这寸土之
间，也可以生长玫瑰、生长百合、生
长芒果、生长胡杨，也可以生长很多
朴素的古典的草， 可以生长一些跑
着的孩子。”———这是她在读完这本
书之后的心得。 还有一些教师朋友
告诉我：“如此教育图景， 着实让人
赞叹并神往。 ”

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还有很多
不安， 就如我在诗中所写的：“每一
天都有羞愧， 像一只鸟羞愧于飞
行”。因为，这一小段形而上的描述，
无意中反衬了自己曾经的10多年
教师（包括一年的校长） 生涯的粗
糙、随意与浅薄。

现在回过头去看， 当年作为教
师最大的问题就是急且方法不对，
而其背后是缺乏“阅读儿童” 的能
力。 简单举个例子，大约是1994年
的时候，省里的教研员下来调研，县
进修学校的人把他们带到我的课
堂，我上的是小学四年级的古诗课。
听完课，人家给的评价客气而委婉：
这样给高中生上差不多。 言外之意
是自说自话，没有因材施教。

至于呵斥学生、体罚学生，几乎
每天都在上演。 虽然说身边很多人
都这么做， 也没有人提醒这样做是
不妥的， 但关键还是因为自己一直
顺着惯性走，一直粘滞于自认为“没
有多大问题”的那个小小的格局，同
时缺乏向优秀同行看齐的意识。

应该说， 那些年处于一个稀里
糊涂的状态， 说好听点叫专业精神
淡薄， 实际上是蒙昧无知。 有时会
想：我在我的学生心中，到底塑造了
一个什么样的教师形象？ 结果难免
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到县里的教育局做事 ，
再后来从事专业的教育媒体工作，
换了一个看问题的场域， 更加意
识到教师职业之难和教师专业精
神之重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觉知，比
较诗歌写作而言，在教育写作中，我
越来越小心。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文
体的缘故， 更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
教师，是一个自认为失败的教师。至
少，我没有底气说，教师“必须”怎么
样，而只是使用这样的词汇：应该，
或许，大概……从另外的角度说，我
的教育写作， 实际上隐含了对自己
的反思与批判，是现在的“我”和当
年作为教师的“我”的驳辩与冲突，
是成年的“我”对自己童年生活（中
小学生活）的重新解读与认知。

由此，写作成为一种回忆。这种
回忆又伴随着忏悔、 苦痛———我担
心我曾经给我的学生造成了伤害，
同时还有“终于长大成人”的窃喜与
自得———因为我渐渐明白了一个人
健康成长的艰难。

这大概也是“儿童意识” 在我
心灵大地上的苏醒， 它意味着我的
教育思考和教育写作产生了根本性
的转向： 儿童 （学生、 孩子） 成长
成为最高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美学。
此时想来， 这其实也是我作为教育

媒体编辑的一个基本选稿标准： 除
了学理、 逻辑， 还要有人性关怀，
有对儿童的存在和尊严的“温情与
敬意”。 或许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
的字里行间缺乏这种“儿童性”，
那么， 你的分析、 判断和结论都是
需要怀疑的。 由此延伸出来的第二
条标准是： 不管你探讨的是教育教
学的优化， 还是教师职业的精神意
蕴， 都应该以它们是否积极作用于
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为旨归。 与此相
关的还有一点： 不宜手术刀般冷冰
冰地解剖与刻画。

应该指明的是， 这个“儿童
性” 是由内而外显现的， 同时又是
在具体场景中展开的。 它不是所谓
学理性、 逻辑性之类的价值标准，
而是教育写作 （教育思考） 的价值
本身和意义之所在。

“父亲的视角恐怕是我哲学思
考的唯一视角。” 这是四五年前周
国平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达的

一个意思。 当时我的理解是， 在周
国平先生那里， “父亲” 是其打量
世界、 审视世界、 解读世界的最重
要方式。 现在想来， 它其实还深含
一种文化的情感， 一种万物皆为孩
子的“儿童性” 血脉。 同时应该看
到， 这个“父亲” 不是日常伦理意
义上的身份象征， 不是居高临下的
威权， 不是所谓的家长或监护人；
这个“父亲”，是纪伯伦笔下那一张
拉得满满的“发射孩子生命之箭的
弓”，而且，他为这个世界准备着一
颗少年的心———因为， 他同时也是
这个世界的孩子。所以，在周国平先
生的思想和文字的人世间， 爱既是
谦卑，也是信任。

在这一点上， 还必须辨清一个
问题：这个“父亲”，并非基于“父亲
母亲”这一关系的意义之上，他同时
具有饱含汁液的母性。也就是说，当
他面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都
是完整的或者说是一体的父母。 这

个“父亲”的精神意蕴越丰沛，与之相
互应和的“儿童性”就越生动活泼。

前不久，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联合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在当
地搞了一个教师阅读活动。 受邀前来
的蔡朝阳老师在发言中说，他“一直是
一个名声不太好的教师”，他对于教育
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自从做了父亲，才

“猛然”发现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在我
看来， 这与其说是他的孩子唤醒了其
作为一个男人的“父亲意识”，不如说
是他发现了教育就是对孩子的爱，教
师就是把教育变成爱孩子的人。所以，
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说： 读一百遍
那本据说已畅销上百万册的《好妈妈
胜过好老师》，不如读一遍河合隼雄的
《孩子的宇宙》或蒙台梭利的《童年的
秘密》。

这个时代的教育及教育写作并不
缺乏“爱”，而是缺乏对“孩子的宇宙”
和“童年的秘密”的发现和理解。 很多
时候，“爱” 成为伪科学， 成为公益道
具，成为成人社会的恩赐，成为舞台上
的歌舞。

写到这里，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读
过的一首诗， 河北女诗人李南的《呼
唤》———

在一个繁花闪烁的早晨，我听见
不远处一个清脆的童声
他喊———“妈妈”
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
微笑着回过头来
她们都认为这声稚嫩的呼唤
和自己有关……

这是“童声（儿童）”作为一种伟大
而丰富的存在， 对人性中最珍贵的善
的“呼唤”，它让所有的“女人（成人）”
都情不自禁地敞开胸怀， 并一起转身
成为青山绿水———我相信， 在诗中的

“女人” 那里， 这不是所谓的母爱，
而是儿童对成人的净化和成全。

（作者系 《教师月刊》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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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大地、 孩
子、 跑……所
有这些， 是美
好教育不可或
缺 的 基 本 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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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好“独二代”必须解决的十大问题》
孙宏艳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聚焦“独二代”的教育问题，围绕父
母观念更新、隔代抚养、建立亲子关系以及
父母自身发展等主题展开，结合生动的个案
分析，关注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从专
业角度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和富于可行性
的解决方法。

《关键教养报告： 关于孩子的新思考》
[美 ]布朗森 [美 ]梅里曼 著 浙江

人民出版社

本书通过报告文学和典故实例的方式，
揭示了许多教养行为内在的科学依据，从发
展心理学和儿童医学的专业角度，对常见教
养方法进行深度剖析，为调整教养方式提供
了全新思路，是一本“革命性的教养书”。

冬之主题：

爱的咏叹

吴元瑛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