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06 主编：杨桂青 编辑：杨桂青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15 邮箱：jykexue@126.com理论周刊 教育科学·

梦想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
方，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的新世
界。新时代的教育如何改革与创
新才能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多
作一点贡献？从根本上说，加强
中华积极人格教育很可能是值得
探索的一条希望之路。

积极人格是健康与快乐、
信心与进步、成功与幸福之本

人格是由人的品质构成的整
体，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
征的总和，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心
理结构与外在表现的统一体。人
格既具有一定的先天性和稳定
性，也具有可变性和习得性，可
学、可练、可完善。

积极人格是充满正能量的人
格，是积极价值观和积极心态占
主导地位，积极向上、向前、向善、
求发展谋幸福的人格；是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激发生命潜能、增
强生命力、积极学习、顽强奋进、
蓬勃发展、志在成功、幸福分享与
奉献的人格。也就是说，以积极
价值观和积极心态为核心，具有
知识与智慧、坚韧意志和高效能
行动品格的人格。

在 21 世纪，具有时代先进性
的积极人格还应具有善于沟通、
合作共赢、善于使用现代科学技
术与工具解决问题、拥有健康与
美感、具有创造性和高文明生存
境界等积极品质。表现在实际生
活中，拥有积极人格的人就是习
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心中有阳
光，脚下有力量”的人。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
进的思想与自尊自信、富有爱心
与希望、积极上进、正向思考、理
性平和、负责尽责、坚忍不拔、持
之以恒等积极心态就是“心中的
阳光”，善用科学知识解决问题的
智慧、高效能的行动力、坚韧的意
志力、善于合作共赢、富有创造
性、有较高生活境界等，表现在学
习、工作与实际生活中就是坚定
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顽强奋斗、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幸福生活、“脚下有力量”。

积极心态也称之为阳光心
态，由积极价值观和积极心态构
成的“积极心”，不仅保证了人们
正确的生活方向，使人们始终前
进在正确的道路上，做正确的事，
而且能够激发出巨大的生命潜
能，使人们积极面对前进道路中
的困难与挑战，在困难中看到机会
与希望，坚定信心，战胜苦难，赢得
胜利；在成功与得意时保持清醒，
发现潜在的危险，戒骄戒躁，持续
进步，从而不断地把“正确的事”做
正确，高效能地干成各项事业。与
此同时，积极心态还能增进人们的
健康与幸福，正如现代心理学研究
所证明的那样，乐观平和、谨慎负
责的人更加健康，更加长寿，更容
易发现幸福和创造幸福，具有更高
的人生幸福感。

加强积极人格教育，在新
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需要我们迎着挑战与困

难“撸起袖子加油干”，甚至要“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这一征
程中，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全体中
国人的精神力量与生命潜能。培
养充满正能量的积极人格，正是
振奋国人精神、增强学生生命力
的有效途径。

积极人格教育是实现素质教
育、全面发展教育的阶梯与有效
措施。要想实现人的和谐发展、
充分发展、特色发展、卓越发展和
全面发展等一切高水平的发展，
都必须积极主动学习、积极发展，
充分开发生命潜能，离开了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所有高
水平的发展都难以实现。从心理
学角度看，积极人格是德、智、体、
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人格特征。所以
说，有效的积极人格教育是全面
发展教育的基础工作，高效能的
积极人格教育是实现全面发展教
育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有
效途径。

积极人格教育强调教育的时
代先进性，强调用更高层次的文明
统领以往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
为模式，并特别注重生态文明与信
息文明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
引领，这有利于促进教育现代化、
信息化和生态化的融合式发展。

积极人格教育能够提高学生
的健康水平、发展水平和幸福感，
对改变目前我国教育中比较普遍
存在的“学习焦虑”和“习得性无
助感”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是贯
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纠
正“分数 GDP”崇拜和教育工具
化倾向的有效措施。

积极人格教育能够在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汲取系统科学与复杂科学、教育
科学、心理科学等科学理论的最
新研究成果，针对我国教育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面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教育呼唤和人民幸福的
切实需要，以中华积极人格培养
为统领，实现了积极价值教育、积
极心态教育和知识与智慧教育、
效能教育、坚韧意志教育、交往与
合作教育、情趣特长与良好习惯
培养、美感教育、数字素养教育、
创造性教育、人生境界教育等积
极教育内容的有机整合，实现了
积极情感、科学理性与高效行动
的三维融合，给深化教育改革、提
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创新带来
了新的可能与新希望。

积极人格教育对完成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有直接的
重大作用。“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是积极心态的具体内
容和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是积极心态在社会领
域的具体表现，是拥有积极心态
的人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自然而然
的表现。

总之，人以人格立命，人靠积
极人格成才。积极人格教育是为
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提供人格保
障的教育，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
国的应有选择。

为中华积极人格而教，培
养高效能的积极中国人

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以“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为目
的的新时代教育，特别需要树立

“为中华积极人格而教”的新理念
新目标，全面总结实施素质教育
的宝贵经验，深入研究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需求，主
动担起新时代教育的光荣使命，
创造性地培养高效能的积极中国
人，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提供

坚强的人格保障。
“做积极人，积极育人，育积

极人”是实施积极人格教育的核
心理念与基本要求。

首先，“做积极人”是积极人
格教育倡导的价值追求，教师和
学生都要以做一名积极向上、乐
观有为的高效能积极人为人生目
标，都要将最大可能地激发生命
潜能作为人生第一责任。教师要
努力做积极教师，主动研究教育
规律与教育艺术，主动关爱学生，
主动修炼积极人格，既有热情与
责任心，又科学高效地开展教育
教学，高效能地促进学生的积极
学习与积极发展，努力培养学生
的积极人格。学生要努力做积极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帮助下积极
学习、蓬勃发展、幸福生活，通过
积极教学过程，主动提高各项积
极品质，完善积极人格。

其次，“积极育人”是指积极
人格教育的过程，是积极而富有
创造性的，教育教学过程的启动、
持续与结束都伴随着积极价值
观、积极心态的培养和积极评价
与乐观解释风格等方法与技术的
创造性运用。事物是由它的生成
决定的，它的生成构成了它的存
在。只有通过积极过程才能实现
积极教育的结果。集优秀中华精
神、世界现代理性精华与信息生
态文明先进性于一身的中华积极
人格培养，是一项综合性的崭新
课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
只能依靠我们的教育智慧和创造
性来开拓创新。

再其次，“育积极人”是积极人
格教育的目的，是指积极人格教育
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有效培养学
生的积极人格，使之成为充满正能
量的、积极主动的、高效能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提供人格保障
温恒福

今天，教师会发现，自己面
对着“不一样”的学生——在移
动互联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
住民”。他们似乎有些“宅”，听
讲不专心、不善于交往，等等。
教育怎样面对这些“新人类”？

教育从来都是在情境中完成
的，班级是儿童生活、成长与受教
育的重要情境与时空，在这一时
空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共同关心
师生的情感与生命，通过诸种教
育载体，经历互育，完成认知、情
感与价值的成长。班级教育需要
回归情感与生命的教育原点。

班级中生活着的是充满
个性的具体人

在班级中，孩子与教师都是
富有个性的具体人，孩子的生命
与情感皆需要被关注。无论是教
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作为“人”，一
撇指精神，包括知识、技能为主的
实践学习，潜能与学能的发展，以
性格、气质、情感为核心的性情，
以及法纪、品格及道德；一捺指身
体，包括体型（身高、体重）、体态

（无病、无残）、体能（速度、耐力、
平衡、灵敏、耐挫等）。如果从人
先天素质与后天环境的关系看，

在班级时空中，需要通过关注他
们的生命与情感，让这些富有个
性的孩子在班级中获得身体的健
康，获得性格、情感、性情等方面
的培育。教师要关注每个人独特
的情感，个人情感汇聚成集体温
暖，在班级中储存更多美好温馨
的情感记忆，让这些情感记忆成
为成长的“资本”，这些“资本”会
成为孩子生命与情感发展、成长
的无限内在能量。因此，在班级
中每个人的情感与生命是教育的
基础，是班级教育的起点。

班级中诸种关系以情感
与生命为纽带

在班级中有师生关系、同伴
关系、班家关系等，所有的关系都
需要以情感为纽带。拥有了这种
情感与生命纽带，教育方能在时
空中发生。我国原无锡市教科所
班集体研究专家唐云曾先生说，班
级经历从行政班、教学班到教育班
的变化，随着班级功能的变化，班
主任、任课教师的角色就不仅仅是
课堂教学，而是更多地转向教育者
的角色，即咨询、榜样与正面教育
指导，通过发挥这三种重要角色的
功能，班级中的师生关系、同伴关

系、班家关系获得良性沟通，以情
感与生命为纽带的情感型关系，通
过单纯的爱与被爱，欣赏与被欣
赏，尊重与被尊重，让孩子获得积
极的自我概念，获得对同伴、亲人、
朋友、成人，对自己所生活的周围
世界的充分认知，获得对自己、对
他人、对集体、对社会的积极认识
与价值认同，并在这里获得学习
的能力，获得爱的能力。

第一，师生关系。随着现代
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课程与教
学改革的发展，班主任、任课教
师在行政班、教学班、教育班的
演进与发展过程中，角色与功能
不断变化，由简单的管理、教学、
引领转变为咨询、榜样、指导的角
色，在了解学生情感发展规律、做
好情感示范的基础上，建立情感
型师生关系。

第二，同伴关系。在班级中，
因学习、兴趣、爱好、志向、理想等
方面的趋同或相异而成为朋友，
拥有体现自我价值的友谊。随着
年龄的增长，同伴之间的友谊越
来越趋向内在的情感和价值认同
与互育。

第三，班家关系。在班级教
育时空中，家长在孩子背后，时刻

关心着孩子的生命与情感，班主
任、任课教师利用个别交流、集体
座谈、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家长
委员会等多种形式，整合家长资
源，与家长一起在孩子生命与情
感发展过程中给予支持。

因此，在师生关系、同伴关
系和班家关系中，生命与情感即
是纽带。这种情感纽带在彼此的
关系中传递着情感能量，彼此滋
润、彼此生长。

学生与教师在班级中学
习与成长

在班级中，每个人的学习与
成长离不开被关注、被尊重、被理
解、被发现。没有这些，彼此的生
命与情感被忽视，班级中的学习
与成长难以发生。但班级里充满
温暖就会大不一样，在充满信任、
尊重、认同的班级氛围中，教师迷
恋学生成长是学问，孩子依恋、迷
恋教师是学问。

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情感是
学习的动力，孩子爱上学习、爱上
探索是学习发生的基础，根据孩
子学习的已有经验，关注孩子的
认知、情感、学习风格，建立情感
型师生关系是学科教学、班级教

育的基础。依照朱小蔓的情感教
育理论，在教育过程中，如果教师
能够敏感觉察到儿童的情感、兴
趣、变化，学会构建情感型师生关
系，教学过程才可能有教育发生。

第二，班级管理中，关注生命
与情感是个体与集体教育的突破
口。在班级中，每个孩子都可能
有犯错后的愧疚、失败时的沮
丧、偷窃后的悔恨、嫉妒时的郁
闷；相反，每个孩子也都会有成
功后的自豪、胜利时的高兴、被
赞许后的开心。在班级中，这些
积极的、消极的情绪情感皆需要
关注，积极关注这些情绪情感对
班级教育起到正向的指导作用。
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理论启发我
们，关注孩子的情感，不仅仅要
关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什
么，还要积极支持其积极情感发
展。比这更重要的是，通过指导
孩子的情绪情感发展，帮助孩子
即使在负向的消极情绪情感中也
能进行学习，实现“逆生长”。

儿童是教育的对象，一切教育
是为了儿童的发展与成长，但儿童
的发展与成长原点就是生命与情
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育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
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思维、智力、
情感，不可能有教育的发生，不可能
有孩子的发展与成长。在班级教育
过程中，在了解孩子心灵的同时，保
持纯真地去维持其一直生长有多么
重要，让孩子的生命与情感品质获
得培育与修炼有多么重要。

在班级教育中没有抽象的孩
子，有的是一个个充满惊奇、哀伤、
彷徨、兴奋、懦弱、开朗、虔诚等的
富有个性而独特的孩子，他们都拥
有各自的情绪情感；在班级中存在
着的师生关系、班家关系、同伴关
系等，需要以生命与情感为纽带；
在班级中对个体与集体进行正向
情感指导与教育，也需要关注生命
与情感。因此我认为，生命与情感
应成为班级教育的原点。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教
育科学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
育学青年项目“校本德育课程：基
于儿童品德发展的情感基础的实
证研究”［CEA140165］成果）

情感与生命是班级教育的原点
李亚娟

“倾听，发问，探索，超越，让
我们一起享受这一系列美妙的课程
研究之旅。”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所长崔永漷在第十五届上
海国际课程论坛致辞中说。论坛邀
请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中
国十几个省的同仁共同研究“基于核
心素养的课程建构”。

究竟什么是核心素养？
崔允漷认为，核心素养是个体在

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学习型社会面
对复杂的不确定情景时，综合运用所
学的知识、观念、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
价值观念。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向东则认
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应该具备的、能
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素养不仅仅
是知识与技能，它是在特定情境
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
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个体在解决
负责的现实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综合性品质。

那么，什么是情境？
课堂上整齐划一的知识学习只

是简单的灌输，千篇一律，是无论
如何都培养不出核心素养的。心理
学家、学习科学家戴维·乔纳森
说：“教学设计理论研究普遍认为，
学习结果不同，教学方法就不同。”
要真正让素养落地，让学生具备

“关键能力”“必备品格”和“价值
观念”，就必须颠覆现行的教学方法
和学习方式，为学生的学习创设复杂
的真实情景，促使学习真正地发生。
因此，核心素养所依托的真实情景，
其实质是个体的各种日常实践。

所谓“情境学习”，即通过真实的
任务来学习，将知识植根于情境，
学习的情境与现实生活情境相似，
这样，学生的素养才有可能在不断
的应用和迁移中养成。同时，素养
一经养成，又能够超越具体情境的
限制，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情境，而且
适应情境的不断变化，从而具有解决
各种复杂问题的可能。

这就需要我们彻底改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彻底改变课堂的教学模
式，改变教师的教育思维方式，重新
建设学校课程体系，把学生和教师之
间的关系变成师生学习共同体，教师
是引导者，也是陪伴者。“一支粉笔一
块黑板”的日子一去不复回了。

教师的核心素养是什么？
2014 年 9 月，在教师节来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与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提出了好老师的四条
标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此外，习近平
总书记还要求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信念”。具备这些素养的教师，才
能“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
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
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
人”，才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帮助学生“筑
梦、追梦、圆梦”。

教师的核心素养，同样是教育官
员和研究者等关注的重要话题。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邦文说：“教
师责任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未
来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教师的表现决
定的。”新加坡教师职业发展经历了
从关注工作效率、教学能力到强调
价值导向的转变，现在政府又提出
了 21 世纪教师的综合素养的说法，
从能力维度上，它可以分为专业实
践能力、领导力和管理能力、自我
效能感。

专业实践能力是教师能够胜任
自己岗位的能力，具体包括培养全面
发展的学生、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
学和课外活动、掌握人才培养的知
识，如精通所教科目，具有反思性思
维、分析性思维，有原创精神，能够创
新性地教学，关注未来等。

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包括赢得他
人认同，如理解他人、发展他人；
能够与他人合作，如与父母合作、
参与团队合作等。教师不能唱独角
戏，也不是个人秀，他需要协调好
与家长的关系、与同事和领导的关
系，能够参与或者领导一个团队卓
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自我效能感包括了解自己和他
人。如自我调整、坚守诚信和法律
责任、理解尊重他人等。

教育是帮助孩子迎接未来不可
知的变化和挑战，那么未来，其实就
在眼前。华东师范大学吴志刚教授
说，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
走出来的足迹。对“素养”的争辩，对

“课程”的理解，为“儿童”的努力，都
将指引我们留下坚实的足迹，在挑战
中前行，在探索中思考，一步一步在
脚下的路上变出未来的模样。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辅仁学校）

探寻教师的核心素养
孙成蕊

会议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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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情感是人类伦理和个体道德精神大厦中最深沉、稳定和核

心的特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小蔓自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选择将人的道德及其情感发育作为研
究方向，进而构想并不断扩展对情感教育的研究。人的情感的
发生与发展，作为人的完整协调发展的精神标志和生命动力，既
是教育目的本身，又是教育教学之所以有效的路径和手段。

进入新时代，朱小蔓提出情感教育要向“情感文明”发展，使
情感跃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视界，进入人类学视野，极大提
高了情感教育在教育体系以及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世界性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呼唤“心相通”“情相近”“利共赢”，情感在其中发挥
着特殊的精神力量。而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时代成长起
来的一代，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出“宅”的特点，听讲不专心、不善于交往等。面对这些

“新人类”，学校教育急需转变。
情感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承担

着推动和发展精神文明的文化使命。近期，本版推出“新时
代学校情感文明建设”系列，以情感文明之眼审视和探究学
校教育在师生关系、班集体建设、教师情感素养、道德教育、
学校变革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实现路径。期待您的关注。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需要我们迎着挑战与困难“撸起袖子加油干”，甚至要“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这一征程中，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全体中国
人的精神力量与生命潜能。培养充满正能量的积极人格，正是振
奋国人精神、增强学生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开栏的话 无论你是一位教师还是一位教育研究工作者，暑往寒来，
你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研讨会议。愿你像这篇文章的作者一样，记录会
场听闻、思考与感受并辑录成文，寄给我们。投稿邮箱就在报眉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备课、上
课、批改作业，教学工作似乎在重复
着“昨天的故事”，教师容易出现职业
倦怠。1947 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
顿伯格（Freudenberger）提出了“职
业倦怠”一词，用以描述从业人员因
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
度过高而导致的一种身体和情绪都
处于疲惫的状态。职业倦怠最容易
发生在助人行业的从业者身上，而教
师职业恰是一种典型的助人行业。

教师成长需要良好的生存环
境。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仅是政府
和师范院校等教师教育机构的任务，
更是教师任教学校的任务。因此，学
校要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存状
态，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良好宽松的
工作环境，为教师提供继续学习的机
会和施展才华与抱负的场所，帮助教
师消除职业倦怠，增强自我效能感与
成就感，从而实现从“要我发展”到

“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
当然，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

“教师自主”。我曾听一位教师说过：
“我的孩子需要怎样的老师，我就努
力成为那样的老师。”这句话深深地
打动了我。是的，我们不仅是学生的
老师，也是学生的亲人。

毫无疑问，说这话的教师具有一
种自主发展的意识。从一定意义上
讲，教师的自主发展，也是一种“文化
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
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
之明”，并对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
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有充分认识。
教师的“文化自觉”，指的是教师的

“职业认同”和“自主发展”意识。
如何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和

“自主发展”意识呢？当下，对于教师
成长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专家引领、
自我反思、同伴互助。美国教育家杜
威说：“我们可以把马牵到河边，却不
能按着马的头让它饮水。”由此看来，
教师成长，专业引领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内驱力。教师自己要有强

烈的发展意识，同时要提升自主发展
的能力。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努力：
一是要有自我奋斗的目标；二是要有
明确的自身发展规划。法国作家莫
泊桑有一句名言：“人是生活在希望
中的。”人生要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希
望，有希望才有动力。如果成功在彼
岸，“目标”就是航行的船只；如果夜
归的船在行驶，“目标”就是海面上的
灯塔。目标是成功的基石，伟大的成
就往往来自远大的目标，若要建成大
厦，必先绘制蓝图。

从心理学角度讲，希望是人类的
一种心理活动。人们为着生存和发
展，就自然有许多愿望、向往，由此而
产生实现愿望的行为。魏书生也曾
说过：“有作为的人，每天都在塑造着
新我，每天都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世
界，认识自我，设计自我。他的心灵
像电闪雷鸣，不断放射出新的光芒和
声音。”一个教师想在自己的教育生
涯中有所发展，并获得成功，就必须
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按照自定的目
标制订发展计划。认识自我、规划自
我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恰当
定位“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
自我”，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
感”。《窦桂梅与主题教学》中有这样
一句话：“社会是课堂，实践是砺石，
他人是吾师，自身是关键。教师成长
固然有赖于好的环境，但重要的取决
于自己的心态和作为。”英国作家狄
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
智慧都有力量。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我们
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
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还有一
句话，“有作为才有地位”。因此，教
师要把发展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朝着发展的
目标和方向奋力拼搏，咬定青山不
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
远大理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系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网上海研发中心副院长）

教师要有文化自觉
潘裕民

教育探究

关注情感与生命关注情感与生命 CFPCFP供图供图

教育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