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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所做之题，可谓多之
又多，“题海战术”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
以至让不少学生谈题色变。可是，苏同安却用
他独特的“天下无题”的思想方法引领学生去
发现问题，寻找思想方法生成、发展、联系的
过程和本质，体悟知识的乐趣。而且把这种思
想方法自然地运用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
面，滤尽浅薄与浮躁，澄清迷惑与困顿，克服
困难与挫折，提升思想与理念，与学生一起全
面发展，快乐成长。

这其中的“无”体现的是对“有”和“无”辩
证统一的思想认识， 是运用转化思想看待事
物或处理问题的育人艺术，是追根求源、纵横
探究的科学方法，是潜心钻研、不断创新的进
取行为……

苏同安认为，所谓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们
对自然和生活的感悟所形成的推动文明不断
发展的智慧、思想和方法，以及由基本知识、
基本方法在发展、 演变过程中生成的一道道
美丽的风景罢了。 所以，在课堂教学、学习或
解决问题时，不应只瞄准结果去“征服”问题，
因为那样可能会急功近利，不求甚解。而是相
当于去感受或欣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用
心去“体验”知识方法生成的过程，用欣赏“风
景”或“艺术”的心态来对待问题。而且要注意
策略方法，不要在某处“奇特”的风景前流连
忘返，就一定会有满意的收获。

苏同安以此引导学生， 在抽象、 单调或
烦琐的数学问题中， 融入了生动的艺术元素
和哲理， 把考试中的22个大题当作22个风
景区， 可以把各个题目当作黄山、 泰山、 华
山……学生在做题的过程中， 就相当于通过
这些景区，既不要流连某一处风景，也不要走
马观花；要以平静的心态、愉快的心情对待每
一个题目，去体会个中的奥妙。当你去游览名
川大山时，就不认为是一种痛苦，而是有了一

种很美的心境。 有些山未必登临其顶端，比如喜
马拉雅山， 即便抵达海拔六七千米的山峰也会
大有收获。 有了这种心境，在做一道题的时候，
就是在体验，在欣赏；再做一道题的时候，再体
验，再欣赏。很难的题，就是壁立千仞的山。不能
领略其高峰的美景， 也可以领略登山过程的风
景。 有了这种心态，再做题的时候，就会用一种
欣赏的心态去做题，就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有了良好的心态和转化思想， 就能认识到追
根求源、纵横探究的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也会逐步
理解“有”和“无”辩证统一思想的本质，从而能够熟
练而灵活地运用，欣赏或感受到更美的数学风景。
苏同安说，任何一道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用联
系和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它、解决它。一道题，之前一
定还有题，之后也一定会发展；题目再小，也蕴含重
要的“数学元素”和丰富的“思想方法”，追根求源、
纵横探究，不但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还会发现与
之相关的知识和事物的内在联系， 就会有一种贯
通的感觉，自然会提炼出相应的思想方法，不但会
解一道数学题，还可以会解与之相关的各种题。 无
“题”的境界和思想认识会逐步提升。

比如有学生从生活中提出一个问题： 切西
瓜，三刀最多能切出多少块？ 苏同安回答了。 问
四刀五刀呢？苏同安又回答了。因为苏老师不是
就西瓜谈西瓜，而是将西瓜抽象化。 西瓜，就像
是空间的一个大球。 而刀呢，就像平面。 所以他
把此问题转化为更为一般的问题：n个平面最多
能将空间分成多少部分？ 然后又引领学生追根
求源，首先“退”回到一般小学生都知道的最基
本的点和线， 从点分直线、 直线分平面开始感
受、探究，便会自然地、逐步地解决平面分空间

的问题；这个“退”不但是为了求源，还是为了更
好地“进”，既能由特殊到一般，提出或解决更为
一般、更为综合的问题。 又能纵横联系，与相关的
知识和思想方法发生智慧地碰撞与融合。了解了
这些之后，就会认识到“思维量”比“题量”更重
要，解决很多问题都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苏同安认为，有了这样的体验和感悟，基本
知识、 基本方法就如同小说中的人物， 是有秩
序、有层次、有个性、有联系的，它们往往在不同
的场所不断地发展与联系，透露其本质及规律，
同学们若能在不同的背景中去认识它们，比较、
区别及应用它们，就会准确、深刻、持久地掌握
它们， 也就注重了思维的过程和思维能力的培
养，也会逐步提炼出相应的数学思想方法，然后
用思想方法去统领知识、联系知识、理解知识，
从而熟练灵活地运用。 这样，便会引导学生进入
宽广的数学世界，登上神奇的数学殿堂，去看图
与形编织的美丽彩虹， 听数与式奏响的动人韵
律，感受数学之大美，体会数学之价值。

为此，苏同安还赋诗一首：“问题诚可贵，思
想价更高。 两者若相依，天下本无题。 ”

何止于做题， 任何工作与生活中的难题都
难不倒他。

苏同安曾经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 上
四个不同类型群体 （文科班 、 理科班 、 试验
班、 奥赛小组） 的数学课， 每天有四种不同层
次的教案……面对这些， 他乐观地对每天都要
学习多门功课的学生说： “只要充满信心、端
正心态、积极乐观，一天做五件事可能会比做一
件事做得好，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做五件事效率
会很高，从一天的开始就会在科学、严密的计划

下层层推进，不会松懈；二是做这几件事情时往
往会互受启迪、融合渗透、互相促进，综合能力
也会大大提高。 而做一件事情有可能会从上午
拖到下午，从下午推到晚上，甚至会留到明天，
若这样，做事的能力、效率一定会越来越低，还
会形成不良习惯， 实际上人们的各种能力就是
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中磨炼出来的。 ”

苏同安的“言”总是有“行”来支撑的。他是这
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非常精彩。 更重
要的是，他给了学生巨大的精神鼓舞，让他们也
知道，世上没有什么事能难倒苏老师，因为他有
一个智慧的大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 有一个必
胜的信心。 这些精神能量， 在有意无意间传递
给了学生， 从而让他的学生也有了精神力量。

笔者见到苏同安老师的学生时， 他们几乎个个都很兴奋， 能够谈谈自己
的老师，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无限荣光的事情。

高二学生何云说，苏老师的课简直是精彩绝伦！
他的激情会感染每一个学生，时而如哲人一样发人深省，时而又如婴儿般

发出奇妙的声音。即使你一夜未睡，到了他的课堂上，也会睡意全消，亢奋不已，
将全部的精神投注他那神奇的教学之中。

一次苏老师讲数学中的双曲线，很多学生都哭了。 因为他很巧妙地融入了
一些“育人”的元素，若把双曲线比作学生成长的轨迹，双曲线的渐近线宛如父
母或老师的视线和情怀，他会时时刻刻关注你。 不管你取得多高的成绩或事业
有成的时候，他不会去干扰你或有求于你，而是会给你更全面的支持和更美好
的祝福；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或挫折，他更会及时给你帮助和依托。

他讲数学，不只是讲知识，更多是讲哲学辩证法。 一个问题，他至少要用四
五种方法来讲，让你从这个领域神游到那个领域，进而对这类问题产生一种辩
证的思考。

王海艳同学说，苏老师是一个读不透的老师，他的课堂容量太大了，每一个
问题，每一个知识点，都有一个故事，从什么题目开始，由表及里，非常透彻，深
入浅出。让你感到，上数学课是一种高级享受，也是抵达高级思维境界的必由之
路。

他带给学生的是一个博大的历史观。 一般数学老师上课不讲数学故事，他
讲，而且讲数学的曲折发展。 在科学杂志上才能见到的，他也讲。 他对世界几千
年的科学发展深有研究。他说，我们处在这个历史时期，对未来要有一个发展的
观念，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这样，不但能开阔学生的学习和认知视野，而且还能
让学生得到很多启迪、感动和动力。

在学生的眼里，苏老师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左手写字，右手画图。 字不
但工整，而且堪称漂亮；图不但正确，而且堪称艺术。班里的黑板报与手抄报上，
每期一定会有他的笔迹，还有他的艺术设计，因为那是一个亮点，太漂亮了。

一次学生上完音乐课，苏老师正从另一个班下课出来。于是，同学们个个高
喊着“老苏”的大名，将他拉到自己的教室，逼他与同学们一起唱歌与跳舞。苏老
师本来就能歌善舞，一融入学生之中，就有了独领风骚之美。 他的舞跳得美极
了，歌也唱得美极了！ 这个时候，什么老师，什么学生，都已经难以分辨清楚了，
唯有彼此的感情、美妙的旋律，在弹奏一曲师生和谐的乐章。

老苏的精彩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他看着学生擦玻璃，就要一拭身手，给学生
更好的方法指导，身段特别滑稽，擦得特别干净。比如擦阳台，扫卫生死角，他做
得既快又好，富有创意。

苏同安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外面高薪聘请他去做事的也多起来。可是，都被
他一一拒绝了。 他说得很朴素：“我要先照顾好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太需要
我了。 ”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在当今这个社会里，还会有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高尚之士。 可苏同安说，这不是什么高尚，与学生在一起的感觉，是做其他事
情无法替代的。有些东西是暂时的，金钱也会褪色；可是，与学生的感情，却永远
是美好的，是历久弥香的。

其实，他并不富裕，可是，他实践了孔子的思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意思是
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就不应该
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们都厌恶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就不会摆脱它。 可
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的教师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做到“见得思义”；而苏同
安，则地地道道地做到了。

何云同学感慨不已地说：“人怎么能清白到这么透彻！”她说，我长大之后，也
要像老苏那样，不要关注周围物质利益的诱惑，而去做一些对他人有利的事情。

学校规定要做的，苏老师做得尽善尽美；学校没有规定要做的，他也要做到
尽善尽美。他比学生到校要早，他绝对不会体罚学生，而是用自己的人格来感化
学生，让他们也成为高素质的人。

他从来不将学生的成绩公开，不过，他会与每一个学生谈话，逐一分析利弊
得失，然后，则是一番鼓励，让学生乐而忘归。

班长耿直同学说起苏同安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老苏对自己的要求
近乎苛刻。比如上课的时候，他绝对不喝一口水，他说，那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他
不希望学生带手机，他如是说：“你现在是无产阶级，重点是学习。我虽然是有产
阶级，为了和你们一样，至少十年不带手机。 ”何止十年，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
手机。其实，找他并不困难，不在教室，就在办公室，或者在学生宿舍、食堂。有的
学生说， 找老苏很好办， 学生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其实， 笔者与学生告别的时候， 他们还意犹未尽地谈着他们的苏老师。
那份敬仰与爱戴， 让我想起到孔子高足颜回称道孔子之言： “仰之弥高， 钻
之弥坚。” 因为苏同安所留给学生的， 还不只是知识， 更有智慧， 以及心灵与
人格层面的美质。 （陶继新）

大自然有风和日丽， 也有暴风骤雨， 这
恰恰构造了大自然内在的和谐。 人亦如此，
人的一生， 会有成功， 会有顺境， 也会有失
败， 也会遭遇逆境； 这恰恰构造了一个人的
生命和谐。 成败、 顺逆、 得失， 都属于生命
进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链条， 谁也无法打破
它。 所以， 在取得成功的时候， 没有必要骄
傲自满， 洋洋得意； 在遭遇失败的时候， 也
不必垂头丧气， 唉声叹气。 明白了这个道
理， 生命才能长期处于优质的状态中。

苏同安， 就是这样一位宠辱不惊的老
师， 他明白天地之道， 生命之道， 在任何时
候， 都保留了一种平和的心境。

他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从不过分惊喜，
因为他认为这原本就是自己积极工作过程的
结果。 听到自己任班主任的班级有四五个考
上清华、 北大的时候， 他心如止水， 认为那
当是意料之中的平常之事。 自己的学生参加
竞赛， 获取了全市仅有的两个全国一等奖
时， 他也只是淡然地笑笑， 因为在他看来，
有收就有种， 结果固然很好， 而过程才是最
美丽的。 有的人为了追求一个好的结果， 急
功近利， 不择手段， 大多事与愿违； 即使一
时获取奖励， 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甚至可
能成为未来生命发展的一种障碍。

在考试监场的最后阶段， 老师都要提醒
学生说： “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 请同学
们把握好时间。” 结果， 不少考生因为紧张

或压力、 或答题的障碍不能静下心来 ， 而产
生焦虑不安的情绪， 结果可想而知 。 实际上
这种情况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也经常见
到———自习课的最后十几分钟 、 周末放假前
课堂上的十几分钟、 吃饭前自习或课堂上的
最后十几分钟 ， 都有可能对学生形成一种心
理冲击。 让学生在这些时段也静下心来 ， 对
于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甚至生命质量 ， 都会
起到不小的作用。

苏同安发现， 一千多个学生同时涌入餐厅
的时候， 一般是不可能立即买上饭与吃上饭
的。 可是， 饥肠辘辘的学生是很难有耐心等待
下去的。 于是， 苏同安召开了一个主题班会。
他对学生说， 我们能不能晚去十分钟， 一是可
以节约排队买饭时间， 二是也让心灵安顿下
来。 其实， 即使早去， 也未必就能早早吃上
饭， 而且心理会处于急躁状态之中。 开始的时
候， 看着奔向餐厅的其他班级的学生时， 班上
学生的心里也已跃跃欲动。 可时间一长， 他们
有了一颗定心， 从从容容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 直到十分钟后， 才从容不迫地走向餐厅，
不急不慌地吃饭。

周末放假， 不管是到车棚推自行车， 还是
到外面挤公交车， 抑或跑向来接的家长的车，

都因人多、 忙乱而无法较快地走出校门， 十多
分钟甚至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大多处于行动之
乱与心理之慌中了。 更有甚者， 还没有放学，
心已经飞出了校园， 由此影响的学习时间就已
经不是十分钟、 二十分钟了 。 苏同安告诉学
生， 我们能不能静下心等一会儿再走， 可以学
习， 可以做其他事情。 学生对于苏同安所讲的
道理是深信不疑的， 于是 ， 任凭外面热热闹
闹， 他们班的学生依然安安静静， 或读书， 或
复习， 或做作业。 放学二十分钟后， 他们才有
条不紊地收拾东西， 走出教室。 苏同安说， 这
种安静现象的背后， 则是心灵的安静。 当苏同
安将这些道理讲给家长之后， 他们感到万分满
意， 深为能有这样一个智慧的班主任而欣慰。

在一般人都很急躁的时候， 能保持一颗平
静的心， 不仅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境界。 即
使如高考这样的特殊场合， 还有十分钟就到交
卷时间， 苏同安的学生一点儿也不着急， 表现
出了特有的淡定与自然。 苏同安认为， 他的学
生大都能比一般考生因心理安然而多考一些分
数。 尽管这不是他追求的目的， 可有了心灵安
顿之后， 有些好的结果就不求自得了。

有一年， 夫人在医院生孩子， 苏同安家中
失盗。 他微笑着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

当是生命经历中的一个有趣的链条， 并由此告
诉同学们， 何以失， 又何以失而又得。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好像在说一个玩笑，
轻松而又幽默。 因为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同
时， 他也告诉学生们， 说不定哪一天会出现一
个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厄运 ， 可
是， 不要慌， 也不要乱， 更不要痛苦， 而是坦
然接受， 乐以待之。 这样， 你的心灵就永远处
于幸福状态中， 也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与学
习。

在与苏同安的学生耿直聊天时， 他感叹不
已地说： “苏老师的心态十分年轻， 特别像小
孩。 跟他比的时候， 我比较老； 我跟他去领东
西， 他走得比我快。 跟苏老师学习一年多了，
不管任何时候， 他给我们呈现出来的， 都是活
力四射， 都是精力充沛， 都是满脸阳光。 跟着
他， 永远是快乐的， 永远是幸福的。”

有的时候， 苏同安又特别的静， 名利诱惑
对他而言， 绝对是刀枪不入。 想到他， 也让自
己的心灵安顿下来， 不知外面风雨， 听不到他
人声音， 唯有大道归一的感觉。

教师与学生说到苏同安的时候， 对他一致
的评价是： “他永远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一个
无条件的积极的人！”

良好的心理品质一旦形成， 不但可以提高
学习的效率， 取得较好的成绩， 而且还可以养
成一个良好的心理素养， 不但有益于当下， 也
可以受益于终生。

一座精神的高峰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苏同安老师的境界与智慧

苏同安， 男， 1964年10月出生， 山东省淄博市人， 198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任教至今， 30年来一直奋斗在教学一线， 长期担任教研组长和班主任工作， 系山东省特级教师、 齐
鲁名师。

苏同安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坚持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与做人成才的教育理念， 把生动深
刻的育人元素和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融入到教学、 育人、 教科研工作中， 引领学生求真思源， 做人
成才， 与学生一起互相促进、 共同成长。 从他所发表的二十余篇论文 《数学知识中蕴含着生动的
“育人元素”》、 《看不见的战 “线”》、 《“一题” 释 “全景”》、 《用运动的观点分析两条二次曲线相
切问题》、 《不能只见 “树木”， 不见 “森林”》、 《在 “n” 的 “变奏曲” 中体悟一类数列问题的本
质》、 《与导函数零点 “对话” 的三种策略》 ……和撰写的著作 《走近哲学， 爱上数学》、 《天下

“无” 题》 的标题中会略见一斑； 从他主持研究的省重点课题 《合作探究、 分层推进教学法》 的研究
成果 《如何挖掘高中数学分层教学中 “层” 的价值》 及所取得的教学成绩中也有所体悟。

在高考竞争激烈的人口大省———山东的一个小县城中学里， 他取得过所带一个班在淄博市进入
山东省前200名的18名学生中占了6名， 有4人进入清华、 北大的优异成绩。 在体现智慧和意志的全
国数学竞赛中， 他辅导的学生多次勇夺全国一等奖。 他先后主持两项国家课题研究， 所授课被纳入
国家课程资源库， 参与教师培训教材的编写， 利用各种方式尽心培养青年教师， 在全省高中教师全
员研修中多次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指导教师。 近年来先后荣获淄博市数学学科带头人、 市教育教学创
新人物、 振兴淄博劳动奖章、 市十佳师德标兵、 市首届教书育人楷模、 市高层次人才、 山东省数学
奥林匹克优秀辅导员、 山东省教学能手、 山东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在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说起苏同安老师， 不管是领导还是教师， 不管是后勤工作人员还是一般学生， 无不对他有一种敬仰之情。 可是， 与他
交谈， 他又是那么的谦卑， 认为自己原本平凡普通的一个教师， 只不过做了一些本应做的事情。 可他的人生境界与教学智慧， 却又是非凡的。 这
令我想到， 《周易》 中之所以说 “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谦”， 真有一语中的之妙。 只有 “劳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 者， 才会具有这一 “谦
卦” 的品质。

支撑这种高格的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随着走访的深入， 笔者也被他的境界与智慧所深深打动。 读者不妨随着我的笔触， 去感受苏同安既
平凡而又不凡的那些深层意蕴。

老子说：“天下难事， 必做于易； 天下大
事，必做于细。”看来，只有将易事小事持之以
恒地做下去，才能做好难事，做成大事。

苏同安是一个可以做好难事、 做成大事
的老师，而且，他就是从易事小事做起的。

1999年桓台一中搬迁到地处相对荒凉
的新校区， 条件比较艰苦。 苏同安担任班主
任，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一天，一个学生说：
“你们老师还好，可以回城里吃饭，我们真苦
啊！ ”

苏老师就问：“要不要我陪你们吃晚饭？”
学生说：“当然好了， 可你是不是随便说

说？ 你能坚持下来吗？ ”
苏老师说：“不！ 我是真的。 ”
学生来劲了：“你能陪我们多长时间？ ”
“十年！ ”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从那天起， 苏同安就与学生们天天在一

起吃晚饭。
一次开县政协会议， 苏同安要回学校陪

学生吃晚饭。 领导对他说，根据要求，委员们
要一起吃饭，边吃边聊，谈谈工作。 可苏同安
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回到学校，与自己的学

生同吃同谈。
这会不会让领导不高兴？ 苏同安不能再多

考虑，因为他对学生的承诺是不能食言的。
其实， 这个约定有时还会让更多的人不高

兴。 比如遇上结婚喜宴，为了陪学生，他只好婉
拒；朋友同学聚会，他也只好缺席。

苏同安的孩子就是在桓台一中就读的高
中，空余时间是多回家陪孩子，还是在学校里陪
自己的学生？ 这当是一个二难推理！

孩子高中状态的优劣十分重要， 只要四五
分钟，就可以从学校走到家里，陪陪孩子，让他
感受来自父亲的关怀，该是何等必要！ 可是陪学
生十年的承诺“岂虚言哉”？ 这还不只是一个诚
信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在吃饭的时候，
随时了解学生的情况，及时解决相应的问题，这
对于成长中的他们，太有必要了！

二者只能取其一，如何办？ 苏同安毫不犹豫
地选取了陪学生。

开始的时候，孩子心理也不平衡，我不也是
学生吗？ 更重要的是，我是您的女儿啊！ 为什么
爸爸非要陪他们而不陪我？ 爸爸与他的学生吃
饭的时候谈笑风生， 我怎么就不能和爸爸一起
说说心里话呢？

苏同安并不做太多解释， 他想让女儿自己
去思考取舍的意义。

后来，女儿想通了：“爸爸回家，只能陪我一
个人；他在学校里，却可以陪四五十个人。 还是
爸爸做得对！ ”

父女相对而笑，无需多言，心灵相通里，有
着很多美好的东西。

现在，女儿已经在美国读博士，各方面都很优
秀。 她，很多是受了爸爸的影响，才有了这些成绩的。

听到这话，苏同安很是欣慰。 不只因为孩子
理解他、敬仰他，更重要的是，他收获了与学生
同吃同心的快乐，收获了他们更好的成长。

据逯志平副校长讲， 苏同安与学生在一起

吃饭时的那种自然与快乐， 真的很动人， 也很
美。有人说，苏同安老师太高尚了。可是，他却不
以为然，他愿意与学生在一起吃饭，学生也愿意
与他在一起吃饭，是双方情愿，而且都有收获，
这与高尚并没有多大关系。

从1999年承诺之日起，只要学生在校，他就
一直与他们一起吃晚饭。现已走过了14个年头，
他还是一如先前， 在餐厅里与孩子们一起吃晚
饭，一起说笑，一起快乐。

据张涛老师讲，明年5月，苏同安老师的孩
子在美国读博的硕士阶段学习就要毕业了，美
方学校向苏老师发出了邀请， 希望他能参加孩
子的毕业典礼。 这令他特别高兴。 可是，他思考
再三，还是决定不去美国了，因为那个时段正是
自己的学生即将毕业的前夕。 再说， 如果哪一
天，餐厅里没有了他的身影，对于学生来说，那
该是多大的遗憾！

这多少让女儿有点扫兴，可是，她很快理解
了爸爸。 她知道， 爸爸是离不开他的那群学生
的，他们也是爸爸的孩子啊！

是的， 苏同安离不开学校， 离不开他的学
生，那是他的精神归依。 当然，学生也离不开他，
他是学生的心灵朋友与精神导师。

安 顿 心 灵

一 诺 十 年

仰 之 弥 高

天 下 无 题

苏同安老师与学生开展活动

苏同安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