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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幸进入陆晓娅的课堂，一
定会被她创意无限的课堂设计、充满智
慧的提问和对各种“问题”资源取向的
解构与重构所震撼。作为一个创造出
生成式课堂的老师，陆晓娅具有十分特
殊的教育敏感性和创造力，她能够将课
堂上出现的一切都转化为教育资源，在
课堂发生中不断生成新的教学内容与
目标，同时又始终围绕着生与死的话
题，使师生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知识。学
生在经历整个思考的痛苦与喜悦当中，
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智慧——独
立思考的习惯和审辩思维的能力。

听陆晓娅的课是一种享受，而陆
晓娅的 《影像中的生死课》 这本书，
则非常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她的课
堂。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完整
地看到陆晓娅的课堂教学内容，更能
清晰看到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设计的
思路。看到她在每一堂课前所做的功
课：不断地揣摩片子、大量的阅读、
反复地思考与设计。因此，她的书和
她的课一样，有很高的思考与审美价
值，会让人产生非常复杂的情绪体
验，不断刺激人去独立思考并做审辩
思维，同时也让我们体验到思考的痛
苦、愉悦与幸福。

陆晓娅把自己多年广泛阅读、学习
心理咨询和带领团体的经验，以及个人
丰富的生活经历有机整合用于课堂教
学。她以无穷多样的方式激励学生，把
学生“‘抛到’一个场中，这个场既能激
活他们的生命体验，又能让他们产生思
考。这个场，应该是感性与理性同在，
体验与学习共生”（陆晓娅语）。如此，
便诞生了她的生成式课堂。

我认为，陆晓娅之所以能够创造出
如此漂亮的生成式课堂，首先与她对自
己作为老师的定位有关。她结合维果
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以及后现代中
有关“知识并非只有专家才拥有，每个
人都拥有自己本地化知识”的理念，确
定了自己在教学中不想做的三件事：

“我不想把这门课上成一门（仅仅）教授
‘知识’的课；我不想把这门课上成一门
我唱主角的课；我不想以一种我拥有标
准答案的姿态来上课”。由此，她给自

己设定的教师角色是：
角色一：思考平台的提供者。她精

心选择了与生死学重要议题相关、同时
拥有较大思考空间的电影。同时，为学
生提供能开阔其视野的大量阅读资料，
并且在讲授中提供不同学科的一些概
念、观点或者理论，以帮助学生的思考
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角色二：对话与讨论的促进者。为
了做到这点，她将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
学习到的团体辅导技术用于课堂教学，
预先制定讨论规则（包括：不进行人身
攻击，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判。诉诸
理性，不要诉诸权威。保持开放心态，
倾听他人的言说，理解对方的观点，不
打断对方），在课堂上建立起了一个师
生合作共享的团体，大家在讨论中互相
倾听、质疑并且激发，分享思想的同时
学会尊重彼此的不同。

此外，她还要学生站在电影中不
同角色的位置上对话，在学生讨论发
言时，陆晓娅通过提问来促进学生

“问题意识”的形成，从而使他们的思
考更有深度和广度。在不断质疑的过
程中，陆晓娅不仅仅让学生了解“人
应该独立思考”而且帮助学生知道

“人应该怎样思考”。
角色三：情感的支持者。生死学课

堂很容易导致学生的“高情绪唤起”，有
的甚至会引发学生早年的创伤体验。
为此，陆晓娅采取了几个预防和保护性
措施，比如在上第一堂课时告诉学生，
近两年如果曾有重要他人亡故或受到
死亡强烈冲击，建议勿选这门课。此
外，她专门设计了一个自助量表，来帮
助在课堂上被扰动的学生。第三个措
施，就是通过《死亡离我有多远》的写
作，在促进学生思考的同时发现那些可
能会被扰动的学生，通过邮件和他们沟
通，评估他们的状况。

随着经验的增加，陆晓娅在其第五
轮的课堂上还发展出了一个更棒的环
节，不仅预防、包扎学生的伤口，而且用
更积极的方法去发掘学生的抗逆力（心
理复原力），帮助学生发展出积极的、可
以持续发展的自我保护策略。

正是这样的角色定位，为陆晓娅层

出不穷的课堂创造力提供了基础，使她
可以拥有更多的思考的自由与想象
力。一直以来，她秉持存在——人本主
义哲学观：以学生为本，相信学生具有
无限向上向善的可能性，相信学生有权
利并且有能力为自己作出最好的选
择。为此，教学中她敢于作出种种探
索，不断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多角度地
观察并且思考同一个问题。同时她还
充分运用团体动力去激发学生独立思
考、审辩思维的热情。她引发学生适度
的死亡焦虑，激励学生去思考并探索生
命的意义，去解决人生必然会遇到的三
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
往何处去？”

与青年人讨论死亡问题，其本质是
为了让他们不辜负生命，是为了“增加
他们未来成长的动力”（陆晓娅语），因
此陆晓娅是在做生命教育。陆晓娅的
学生很幸运，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在最急切地寻找自己和未来发展方向

的时候，遇到了陆晓娅。她与这些拥有
年轻生命的青年人平等尊重地探讨有
关生命和死亡的种种话题，她的生死学
课堂，不仅关注死亡的发生，更关注生
命的存在。她通过极富创造力、生命力
的课堂设计，激发学生思考如何活出自
己生命的意义，思考如何与他人在这个
世界共存与共享，思考如何让这个世界
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变得更好一点点。

陆晓娅用她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
一个好老师可以创造出多么了不起的
奇迹课堂。羡慕你们——陆晓娅的学
生和读者，如果我在我的大学时期能够
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或者这样一本书，我
会省去多少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啊！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心理学
教授）

链接（由陆晓娅提供）：
一、死亡十书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

《生死学十四讲》
《最后一堂生死课》
《死亡如此多情》
《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
《时光队伍》
《让“死”活下去》
《生命的余味》
《汉娜的礼物：来自一个美丽生命

的启示》
《杀戮的艰难》
二、死亡十影
《姐姐的守护者》
《心灵病房》
《雨中的请求》
《呼喊与细语》
《生之欲》
《活着》
《永生之法》
《特别响，非常近》
《入殓师》
《遗体：面向明天的十天》

影像中的生死课影像中的生死课
杨眉

读家报道

新书架 教师推荐

阅读现场
编者按：陆晓娅原是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青春热线创办者，退休后和朋友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服务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影像中

的生死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她自2012年开始在北师大开设的同名公共选修课的授课笔记实录。全书以“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
过”为核心关切点，选取中外优秀电影，搭建与“生死”相关重大议题的思考平台，跨越心理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
多个学科，在观影、阅读和讨论的多重对话中，协助学生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建构自身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

“我会在午夜时分，一个人踩着吱嘎
作响的楼梯，走上黑暗的阁楼，一张床一
张床地看过来，然后选中其中的一个，把
它推醒，牵着它的手，走出阁楼。”哇，这
个场景是不是诡异又神秘？“它”是谁？
精灵？怪物？美女蛙？小半人马？“我”
又是谁？又高，又壮，面容严峻，眼神幽
暗，手持蜡烛的长发巫师？如果你是个
孩子，一定迫不及待地想扒开天窗爬进
阁楼看个明白！如果你是个大人，一定
也燃烧起熊熊的好奇之火，想知道“我”
牵着“它”到底去干嘛⋯⋯咦，怎么飞来
了六本稀奇古怪的书？可是，书中的主
角太普通了：胖乎乎，小眼睛，走路还有
点八字脚！一个很一般的男孩嘛——且
慢！他叫夏壳壳？居然有1/4的怪物血
统？他那怪物爷爷还是王子？！

让我们暂时忘记那个神秘的阁
楼，专心进入夏壳壳的故事吧。绝对
让你脑洞大开、超级刺激！有趣的是，
书中还有谜语哦！你会在这一连串让
你目醉神迷的故事里，隐隐约约地看
到一些可能很有名也可能将来会很有
名的作家的影子，深深浅浅地读到很

多你可能熟悉也可能还不熟悉的精彩
故事:比如，你知不知道有本超级精
彩的图画书叫 《妖怪山》？它就躲在

“我是夏壳壳”系列 （明天出版社）
的第六本 《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
叫我》 里！再比如，你知道不知道安
房直子？听没听说过 《我捡到一条喷
火龙》？它们像故事迷宫里的线团，
考验你的阅读眼力，引着你漫游文
海，还提示着你故事的无数秘密！可
是，还是有读者遗憾了：“我没有 1/4
的怪物血统，这些事我都遇不上，好可
惜⋯⋯”

错啦！大错特错！你敢说，你从
没有幻想过碰到一个精灵朋友、怪物
先生？你敢说，你从没有期待过你的
画忽然活了，让你钻进去瞅一瞅⋯⋯
我敢保证，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已
经长大了的儿童至少做过其中一个幻
想梦！只是你悄悄想过，就静静把它
忘了。它没走，它掉进了你的大脑深
处，昏昏然沉睡了，今天，夏壳壳又把它
们推醒了！连带着推醒了那个在现实
世界中麻木太久的你！夏壳壳就是

你！你就是夏壳壳呀！醒悟后的你会
惊讶地发现，夏壳壳的每一次遭遇，都
会让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是冒险去做一只青蛙，在食人妖
公主的征婚中为“海妖三颗牙”拼搏一
把，还是选择安全撤回人类社会？你
紧张，你纠结，你害怕，你也试着咬牙
为自己驱赶恐惧加油打气⋯⋯

是坦然面对小猫版的“怪物爷
爷”，还是义愤填膺地指责奶奶要她交
出那个讲了无数遍的英姿飒爽的怪物
王子？从巅峰跌至谷底的失望在啃噬
心灵，脸上却怎么装出笑容？

故事是一面镜子，你照出了自己
藏起来的懦弱、自卑和推诿，也发现自
己在故事中变得强大、自信、有担当。
是的，阅读就是一次“推醒”。它推醒
你，暂时离开平淡琐碎的当下世界，让
心灵欢呼着出走。你在书路上看过的
风景，都会收在你的记忆宝盒里；你在
故事里经历的艰辛困苦，都会砥砺出
现实世界中你的非凡勇气和毅力。

故事是有法术的，阅读是有力量
的。那么，书中的主角叫夏壳壳，夏鸟

鸟，还是夏贝贝，又有什么关系呢？可
是，我还是想知道，开头那个神秘的阁
楼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睡在床上的

“它”到底是谁？“我”又是谁？
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好吧，

请看又高、又壮、长头发、爱幻想的夏
壳壳系列作者——著名作家彭懿，在
完成《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在叫
我》时，写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吧：

“在我脑海的某一个犄角旮旯，有
一座隐秘的阁楼，里面睡着好多这样
的故事种子。有时，我会突然想起它
们，于是，我就会在午夜时分，一个人
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上黑暗的阁
楼，一张床一张床地看过来，然后选中
其中的一个，把它推醒，牵着它的手，
走出阁楼。这一次，被我推醒的，就是

《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还有疑问吗？下一次，你能不能

推醒沉睡在你自己脑海中的故事种
子，也来写一个有力量的奇妙故事？
我相信，那也是所有孩子和所有长大
了的“儿童”幻想过的故事。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

推醒故事，还有自己
——读“我是夏壳壳”幻想系列故事有感

王乐芬

不同族群的生命有其不同的周
期，如狗的寿命平均约 15 年，猫的寿
命平均约 14 年，鳄鱼的寿命约 75 年，
台湾栾树约 500 年，龙柏约 1000 年，
昆虫少则 1 天、多则 17 年⋯⋯为什么
要如此不厌其烦地写出不同物种的平
均寿命呢？我只是要请读者留意生物
有其各自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说，如果
把不同生命放在同一平行的世界思
考，它们会因各自生命周期的不同，而
有些许微妙的时间点差异。

如果清楚这个论述，那么阅读这
本《地面地下》（希望出版社 邱承宗
文/图）就能变得轻松愉快，并了解我的
意图了。全书从夏季的某一天开始，

在树林边缘的地面上，一只独角仙面
临生命即将终了而举步艰难地爬行，
这似乎预告着节气更替的来临。但是
在昆虫界，朝生暮死是常规的轮回，时
序不会驻足叹息，新生命也不会停止
诞生，因此，当昆虫在无尽的生死轮回
里挣扎，人类似乎理所当然地目送时
序更替带来的必然。相对地，在各种
生命的时间轴中，植物属于长命而变
化缓慢的一群，它们看着人类生老病
死的转折，是否如同人类面对昆虫的
冷漠心态？

本书即是以生物各自的时间轴，架
构夏去夏又来的一年日常。尽管看似
在讲述“独角仙的一生”，却没有特别采

用惊人的视觉效果来吸引读者眼光，而
是以极平缓的运镜方式，陈述一般人不
曾留意的微小变化，而这微小的变化，
才是我在乎且为之感动的“生命”。

在野外，蹲下身体，尽量放慢眼
光，用慢到以厘米来计算的速度移动
由左往右观看，再由脚前的寸土慢慢
移向前方观察。你，绝对可以看到过
往不曾留意的生物；你，绝对可以感受
往日不曾注意到的景观。它或者它们
一直都在那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只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它随时张开
无形的手臂，欢迎你的到访。

反观城市，即使走进绿意盎然的
公园，还是很少看到其他生物，为什

么？因为我们为了自身的便利，用水
泥筑墙、用沥青拓路，把树木围困在方
格的空间里。当那些生活在地底下的
生物幼虫必须爬出地面羽化成虫时，
却被厚厚的水泥、沥青阻隔，即使拼尽
力气找寻出路，也还是徒劳无功。没
有羽化的新生命，自然无法传承下一
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城市就只剩
下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

《地面地下》延续了绘本《池上池
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都是探讨不
同生活领域的生物族群，但是其背后的
创作含义各有不同，希望你会喜欢这种
以科学角度思索生命哲学的绘本。

（作者系台湾生态绘本作家）

不同视角看世界
邱承宗

主题为“艺术·环保·成长”的
第三届798国际儿童艺术节近日在北
京 798 开幕，来自英国、德国、荷
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的近 20 位外
国艺术家，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融合
了建筑设计、舞台表演、环保、阅
读、播音主持等众多元素的艺术嘉年
华盛宴。

在中国原创插画作品展区，孩子
们可以欣赏来自全球的插画师的佳
作。在艺术融合阅读的独特阅读空
间，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带来的 《冰雪
奇缘爱的魔法》、米菲绘本系列、天
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香蕉老师绘本系
列、麦田绘本馆等热门儿童读物，以
及前不久童博会上大热的“男孩女
孩”绘本系列童书等，吸引了不少家
长、孩子驻足。

在艺术体验区，百余位孩子与艺
术家们一起动手进行多组大型艺术装
置的创作：荷兰艺术家用回收瓶壁画
装饰整面墙体，从绘画颜料到制作材
料，以及后期使用的 2D 装饰材料全
部具有环保的特点，让孩子们身体力
行感受到了环保的艺术魅力。墨西哥
的艺术家保罗·伊巴拉说：“通过变
换组合学生们涂满色彩的纸板，最终
形成大型的色彩艺术作品，这种别具
一格的艺术创作过程，能让孩子们充
分体会到团结协作的力量。”

当然，论火爆程度首屈一指当属
艺术家工作坊，现场俨然成为孩子们
的乐园：有的孩子在人体彩绘工作坊
画起节日的盛“妆”，有的在 2D 拼
贴回收风景工作坊中创作各自的纸板
花园，还有的在 3D 结构制作工作
坊，让自己的想象“跃入眼前”成为
现实⋯⋯

记者在大&小新闻多媒体工作坊
里看到，澳大利亚创意战略家海利携
手西班牙的资深创意艺术导演马丁坐
镇，让每一个参与的小朋友变身电视
主播，播报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故事
新闻；英国打击乐艺术家奥利则与西
班牙的编舞者安娜一起，带着孩子们
蹦蹦跳跳拍打起来，原来他们用身体
演奏着强有力的音乐节拍，其中表演
特别好的孩子们还被艺术家选中登台
表演。而在相机暗箱房间装置工作坊
的英国艺术家罗宾 （Robyn） 则一
改智能相机的潮流，带孩子们穿梭到
相机的原始时代，学习最初的摄影知
识，将最本质的小孔成像摄影原理呈
现在孩子眼前。

在798，
感受艺术与阅读的
美妙融合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近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发
布新书 《伟大长征》，并在北京小学
通州分校举办“阅读红色经典 弘扬
长征精神”主题活动。

该书共 10 章，收录 160 多个故
事，详述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
军、红四方面军这三大主力的长征过
程，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红
25 军的艰苦转战，以及红 27 军在陕
北创建根据地的历史功绩。故事取材
内容广泛，不止写将帅的运筹帷幄、
将士的浴血奋战，也写将士们的生活
故事、特殊群体 （女战士、红小鬼）
的战斗、生活，以及无名战士的伟大
牺牲，凸显将士们的大无畏革命精
神。书里还配了 100 多幅战场遗迹
图、长征文物图以及长征路线图，可
以让小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个年代。

《伟大长征》 作者之一、军事博
物馆研究员、资深解说员李惠琴来到
了活动现场，她为学生们深情讲述了
革命先烈的长征故事，解读了长征精
神，还和学生们一起进行了 《伟大长
征》 篇章诵读，带领孩子们领略红军
将士的大无畏精神，让孩子们对中国
红军的长征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感
悟。

长征精神是什么？有人说是“永
不言败”，有人说是“坚持理想”，有
人说是“牺牲精神”，有人说是“军
民鱼水情”。中少总社李学谦社长表
示，长征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每个
人都可以从长征先烈们的身上学到受
用一生的东西。北京小学通州分校刘
卫红校长则感言：“长征将士所表现
出来的革命理想、英雄主义、乐观主
义精神值得后辈继承和发扬，我们的
孩子有必要了解那段艰苦岁月，忆苦
思甜，饮水思源。”

《伟大长征》主题活动
走进北京小学

伊湄

麦田守望

《只有华夫饼知道》
[美]波莉·霍华斯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1 岁的小女孩普丽姆罗丝·斯

考普在一次海上暴风雨中，她的父母
双双失踪，但她一直坚信，那场可怕
的暴风雨不会夺走她的爸爸妈妈。镇
议会原先一直让一位浑身樟脑球味的
老女人裴菲迪小姐看护她，后来他们
找到了普丽姆罗丝的杰克舅舅，让他
来监护她。普丽姆罗丝会遇到些什么
呢？她的爸爸妈妈是在海里什么地方
漂着，还是在鲸鱼的肚子里？在漫长
的等待中，普丽姆罗丝遇到了一家叫
红秋千女孩的餐厅，在那里，每道菜
都会搭配着华夫饼。也许，只有华夫
饼知道最后的结局⋯⋯

《十五岁的星空》
袁晓君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国内首部由心理咨询师创作

的治愈系少年小说。讲述了桀骜不驯
的少女韩西汐和个性孤僻的单亲家庭
男生方雷由最初的敌视关系到知心朋
友的成长历程。作品文风干净明亮，
生动展现了少男少女如何走出伤痛的
青春期，探寻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