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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芳教授新著 《追寻生命
的整全：个体成人的教育哲学阐
释》（高等教育出版社） 以“追
寻生命的整全”为主旨，在面对
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思
辨与对经典文本的阐发对个体成
人这一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
既梳理了个体成人的内在秩序，
又对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结构以
及不同阶段教育主题进行了整
合。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一个由

“身体”“爱”与“整全”构成的
上升之路。

身体作为个体生命上升的起
点。《追寻生命的整全》 明确提
出了回到身体的教育理念，并系

统论证了身体在人的全面发展教
育中的基础性地位。“身体乃是
个体在世的基础，每个人身体的
独特性乃是标示一个人的个性之
独特性的根基”，因此个体生命
成长首先直接地表现于“个体身
体之在本身的激励与充实”。这
就意味着教育应首先从个体身体
的感受出发，“从身体与事物的
相遇出发，让个体充分地感受事
物，让事物完整地显现在个人的
世界之中，培育个体与周遭事物
的亲近，以此为基础引导个体去
认识、分析、理解、改造事物，
也即让事物对象化”。身体感受
的重要性就决定了体育、美育在
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优先性，作为

“提升、展现、充实人的健康与
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体育和
美育的根本意义在于“个人身体
健康而优雅地在世的基础性情态
的充分唤起，增进个体身心的自
由体验”。因而，全书提倡以体
育、美育立人，一方面强调体
育、美育对健全生命本体的形
塑，在增进个体健康与审美素养
的同时，保持个体精神的自由与
健全，建构并着力提升个体发展
内涵的宽广度，以促成个体成长
过程向着整全性开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强调其对充分智育与德
育的铺垫，在体育、美育、智
育、德育相互融通中培养“健、
美、善、真”的可信与可爱彼此
融通的人格样式。

爱作为个体生命上升的动
力。无论是从时间上跨越着人之
一生而言，还是从生命本身有着
质的提升而言，成人始终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个体何以能够有足
够的力量持续地追求全面发展就
成了现实教育中最为重要的问
题。《追寻生命的整全》 一书提
出个体发展通往整全的直接动
力，来自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自主与自觉，而个体成
长自主自觉的基础正是基于身体
的爱及其发展。“爱首先是身体
性的”，伴随个体生命的发展，
爱的内涵也会得以不断地扩充，
进而超越身体上升到普遍。这样
一个从身体之爱到普遍之爱的上
升得以可能的关键在于友爱式的
交往，也即以友爱来让个体与周
遭的世界产生关联，以避免爱欲
沦为限于个人一己性情欲望从而
导致个体生命的虚空与封闭。爱
的意义在于“让个体真实地生活
在当下，活在人与人、人与事物
的生动联系之中”，这也意味着

“教育究其深层意蕴而言，乃是
人与人之间生命的濡染与精神的
传递、创生，离开了这一点，则
教育不复为人的教育”。“爱的上
升意味着个体生命自我向上的活
力与力量的充分激活，由此而使
得爱成为个体不断趋向人的更高
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因而唯有
点燃个体心中对于美好事物的爱
欲，个体自我生命才能得以持续
地创生与更新。

整全作为个体生命上升的终
点。“人的教化乃是以人性的臻
于完善为旨归”，面向整全就是
以人之完善状态为理想，在朝向
理想的过程中保持个体成人的开
放性。问题在于“面对复杂的世
界与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注定难
以免于盲人摸象的境遇”，但当
人们在心中给整全留有余地，此
时所摸到的腿就不仅仅是腿，而
会是大象的腿。这样一种心向整
全带来的最大不同便在于人不会
自闭于当下的浅薄与无知，不会
骄傲到认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
是事物本来的一切，也就是可以
避免人心的僭越，从而谦卑而又
满怀希望地生活着。面向整全的
另一面就是认识自身的不完满，
通过与完善对观，看到自身的缺

陷，从而去追求完满，成为更好
的自己。因而，面向整全一定不
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不断地在认识不完
满与追求完满中丰盈自己的人
生。“虽然我们不足以在今天成为
整全的人，虽然我们还不足以在
今天践行整全性的教育，但当我
们努力追寻自我生命的整全，努
力探寻整全性教育的理想之时，
我们活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我
们实践了一种有尊严的教育”。

《追寻生命的整全》 一书并
没有为我们描绘一个得以整全性
发展的人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指
明了一条走向整全的路，路尽头
的风景还需读者自己去探寻去行
走才能得以发现。因而整全性教
育的提出，一方面是厘清个体生
命成长的历程，为个体更好地成
人以及成为更好的人提供一种路
径；另一方面也是为教育思考者
展现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的勇气，人之生长具有无限
的可能性，整全就是一种理想的
典范，虽难以实现但追求之中生
命本身的高度与意义能够得以提
升，重要的是敢于去思考。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博士生）

唤起我们时代的成人自觉
——读《追寻生命的整全：个体成人的教育哲学阐释》

刘莉 无论怎么强调爱在教育中的作
用都不过分，因此人们常说：“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这是真理。但这只
是部分的真理，因为仅仅有爱不等
于有教育。完整的教育，除了有
爱，还得有智慧。爱，是教师必备
的素质，但却不是教师职业的专业
特质。教师的专业特质应该是理解
儿童的精神世界，并富有教育智
慧。我经常说，一个优秀的教师，
不但要“爱”孩子，还得“懂”孩
子。在这里，“懂”就是专业特质。

爱、理解与智慧，是教师的基
本素养。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具备，
尤其是班主任。人们常说：“没有当
班主任，就不能享受更多的乐趣。”
这话是对的，但也只对了一半。因
为班主任赋予教师的不只是乐趣，
更有丰富的教育智慧。只有当了班
主任，你的教育思考才会更深入，
你的教育理解才会更深刻，你的教
育情感才会更充沛，你的教育技艺
才会更娴熟。或者说，一名教师，
只有当了班主任，才有资格称得上
真正的完整的教师。

以上所言，是三十多年的教育
生涯给我的启示。读了梁岗老师的

《优秀班主任炼成记》（江苏凤凰
科学技术出版社），我的这些想法更
坚定了。梁老师这本书，就是一部
充满爱、理解与智慧的著作。

梁老师无疑是爱教育、爱学生
的，但他的“爱”不是空洞的，而
是体现在从教十几年如一日地研究
孩子的心灵，研究所遇到的每一个
问题上。每一个孩子的精神世界都
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没有什么比探
寻这一个个“宇宙”更令人专注、
痴迷甚至幸福的了。我曾经说过，
教育幸福源于两点：第一，享受教
育；第二，研究教育。这本书就是
梁老师享受教育和研究教育的见证。

因为爱，所以留心，留心那一
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可能蕴含
教育契机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琢
磨，就是点点滴滴的成长。因为爱，

所以研究，研究每天面对的各种琐
碎的棘手问题：“学生不接受批评，
怎么办？”“学生不愿意当班干部，怎
么办？”“学生屡犯相同的错，怎么
办？”“遭遇师生冲突，怎么办？”“不
知 道 如 何 确 定 班 会 主 题 ，怎 么
办？”⋯⋯每一个问题，都是值得研
究的课题。而把难题当课题，就是
最真实的教育科研。梁老师正是在
应对这一个个真问题的过程中，展
示出令人信服的教育智慧的。医生
靠研究并攻克各种疑难杂症成为医
术精湛的名医，同样，如果做教师
的能够研究并破解一个又一个教育
难题，那么离名师也就不远了。

毫无疑问，书中许多生动的案例
和具体的建议能够给年轻的教师，尤
其是班主任以启迪。但任何真理都是
具体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
招”“兵法”是不存在的。还是那句老
话，学习别人更多的时候只能学习别
人的理念、精神、原则等，而这些“理
念”“精神”“原则”如何化为自己的教
育技巧，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
而异。另外，梁老师关于“管理者”“创
造者”“教育行者”三个阶段、三个角色
的概括也是可以商榷的。可不可以再
严谨一些？我也许苛求了。

当然，对于一个长期扎根于一
线的班主任，梁老师首先是一个教
育行者。本书的意义，不在于理论
上有什么“创新”，或者提出了一个

“别人没说过的”什么“理念”“模
式”，而在于通过一个个案例，展示
一个年轻班主任的爱和智慧。梁老
师的可贵，也不仅仅在于他努力地
实践，更在于他在实践中深入地思
考，在实践中广博地阅读，在实践
中勤奋地写作。而不停地实践、思
考、阅读和写作，正是一个教师由
普通走向卓越的必由之路。优秀班
主任就是这样炼成的。

我因此向梁岗老师表达敬意，
并写下这篇文字，向读者推荐这部
著作。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优秀班主任是这样炼成的
李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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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具有代表性
的文学批评文章，既包含了作者对一些
基本的文学命题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
是青年批评家对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诚
恳阅读与深入研究，以及对网络文学和
大众流行文化的独到观察与分析。本书
呈现出新生代文学批评家的开阔视野与
诚恳态度，以及颇见文采和锋芒的文章
之道，显示出新一代批评家在当下极具
个体性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要求。

新型城镇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本书试图全面、深入地论述教育与新型城镇
化的关系，重点阐明面对城镇化进程，教育
如何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主动性的回应。
本书特别关注了农村教育质量提升问题、随
迁子女受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进城务
工人员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问题，继而，从
制度变革的视角剖析了城镇化进程中诸种教
育问题的制度根源，分析了教育改革的可能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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