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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当热情重新被点燃，他们就有了教学的激情”

吴国珍：《教学勇气》 这本书
唤醒了许多中国教师。他们作出了
许多喜人的改变，而且把生命活力
带入了教育教学。所以，今天特别
高兴能够代表所有因 《教学勇气》
得到成长的中国中小学老师们，也
包括大学老师甚至家长们，向您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问候。

帕尔默：与 《教学勇气》 这本
书有关的活动正在中国开展，对我
来说意义重大。在大洋彼岸能够有
这么多人给予支持、产生友谊，都
是为了教育这个共同的事业，都是
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学生。我不仅要
感谢你们对我的书有如此大的兴
趣，也非常感谢你们选择成为教
师，而且是成为一名好教师。不管
在何种社会环境里，我都认为，没
有比教师更重要的社会角色。

吴国珍：很多教师对您在书中

提到的“伟大事物的魅力”“第三
事物”“教室的主体是第三事物”
等话题特别感兴趣。他们还围绕这
些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老师们就
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并提出疑
问，这是不是课堂里的一个挑战性
的问题？是不是一个提供学生学习
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个比较神秘
的东西？

帕尔默：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
我对于“伟大事物的魅力”的定
义。我能给出的最简单、最直白的
答案就是，伟大事物就是学科，就
是我们正在学习的学科本身。所
以，如果是文学，那么它的伟大之
处就是人类的想象力以及在原始时
代就能将其转化为故事的能力。如
果是天文学，那么它的伟大之处就
在于阐释宇宙是如何构建的，又是
如何运行的，还有所有与之相关的

神秘之处。我用“伟大事物”这一
概念，是想要表达，在每一种学习
共同体中，或者每一间教室中，都
有一个需要阐明的中心。

一般来说，和学生在一起，老
师会说，学生才是值得尊重的。学
生会说，老师才是值得尊重的。当
我们身处学习共同体中，我们所做
的一切都会反应出我们对待他人的
一般看法。我们一般不会去贬低别
人，不会去诽谤他人，我们会直接
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非要通过
尖锐的批评去表达我们的意见不
可。所以我认为，在教室里也是同
样的，我们像对待所有人一样，给
予尊重，去倾听别人的声音，去给
所有人发声的机会，去保证对话不
会被少数的几个人支配。

而想要实现好的教学，我们要
做的应该是承认教室中还有第三者

的存在，并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还
应该有我们所学学科的一席之地，
因为学科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也拥
有自己的声音。我们应该去尊重这
个存在、这个声音，就像我们尊重
他人一样。我想，只有通过这种尊
重，我们才能理解所教的学科，才
能让它的精髓被学习者领悟。因
为，一旦我们把学科平凡化，或者
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课本只是简单
地分解学科，而没有去再现学科整
体的面貌，那么我们只是把学科看
成了一种服务学生的媒介，而不是
像尊重人一样去尊重这门学科。

所以，教师可以把学科想象成
空间里的第三者，学生、教师、学
科三位一体，试着去关注学科的价
值。

所以，将每一个学科当作一种
伟大事物，就应当对其给予尊重。

这意味着你起码要去尝试理解这一
套理论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又会带
来怎样的结果和启示，它们对于人
类生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而教师
要做的，应该是带领学生去理解这
门学科以及它作为伟大事物存在的
意义。

对 我 来 说 ，“ 伟 大 事 物 的 魅
力”这一概念意味着教师在教室
里 应 该 有 的 一 种 姿 态 、 一 种 态
度。每个人都需要发声，学科自
己也需要发声，同时也需要被倾
听、被尊重，就像我们会以一种
尊重的态度去倾听对方的声音一
样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我 在 书 中 说
的，教室既不应该是一个以教师
为中心的空间，也不应该是一个
以学生为中心的空间，而应该是
以学科为中心的。因为，学科能
指引我们学习的方向。

环球对话

国际广角

“没有比教师更重要的社会角色”1

唤醒教师的教育初心
——对话《教学勇气》作者帕克·帕尔默

吴国珍

吴国珍：我感觉，教学一线的
特别爱学生的老师，比我这个译者
更懂您的思想。

帕尔默：我也从老师那里学习
来的。他们读书时提出的很多问
题，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事物和概
念，比如学校的概念。伟大的事
物，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教室里认
知到的、需要我们负责任地倾听的
对象，听学科自己发出的声音、学
科对我们的生活发出的要求。教室
是一个能将世界的一部分带入生命
的空间。一名好老师会在权衡之后
选择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
是需要关注的，什么是需要心怀尊
重和关切去倾听的，学生需要理解
到怎样的深度，以及如何将它们带
入生活中。

假设在一门科学课上讲授生态
系统，如果我的学生在离开教室后
不能对保护环境的责任有更深的理
解，那么这堂课就是失败的。这不
是说我们需要多考虑的一个方面，

这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责
任。在教室环境中，我们应当倾听
大自然的痛苦和呻吟，倾听它们遭
受的破坏和伤亡。我们应该是明白
肩负哪些责任、知道如何帮助生态
系统恢复健康平衡的人。

吴国珍：是的，教师应该把大
千世界中的伟大事物邀请到教室里
来，让这些伟大事物和学生们产生
联结。我太认同这个观点了。

帕尔默：这个过程确实很美
丽。就像做陶器一样，我们不能只
是强迫黏土变成某种形状，应该去
感受黏土本身想要成为的样子。所
以做陶器也是人和黏土之间的对
话。因为黏土不会任你做出想要的
样子，它自己也是有思想的，这思
想就发生在它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多年以来，医生训练项目好像
是让学生把患者想象成一个需要维
修的机器，而不是一个需要恢复健
康状态的人。所以，我希望，医生
是在一个把病患看作一种伟大事物

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对于工
程师的培养，我希望他们在建造桥
梁或者在市中心建造高楼的时候，
都能意识到他们将对整个城市的景
观、空气质量、人口流动、城市布
局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希望，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
能够理解他们需要承担的责任，以
及他们对伟大事物本身造成的影
响，而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教育的
落脚点应该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技师，不是在拥
有了技术后就可以任意操控外部世
界的人。培养一个完整的人，意味
着他们应当明白自己和外部世界的
关联，理解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影
响，这也是一种对外部世界赋予生
命的过程。

吴国珍：您说过，我们的传统
有很深的根，有它的精髓，不是表
面上拆解开来理解这么简单。东方
的传统和西方的传统是不太一样
的，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认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身
心合一、万物联结，而您的思想也
有特别强的联通感，例如，“地球
上就没有陌生人”这句话就让我感
觉到，中西思想有共通之处。

帕尔默：是的，你可以从学生
眼睛里看见丰富的联结。这个比喻
太美了。你能从我的书里和我的思
想里感受到联结、联结的概念及其
与中国传统智慧的关系，和我理解
世界的方法的关系，对我来说意义
重大。我有幸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
智慧传统的影响，比如儒家、道家
的思想。我在 20 多岁的时候，就
已经感觉到我能在这个世界的其他
地方找到我的思想和精神归属，中
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绝对是这些地方
之一。

吴国珍：中国有很多老师读您
的书，在书中与您对话。一位读者
让我转达，《教学勇气》 疗愈了他
过往所有关于教育的伤与痛。

帕尔默：我非常感谢这句评

论。我给这本书起名的时候，除了
教学勇气，没有考虑过别的选项。
因为教学真的需要付出勇气。确
实，教学会带来伤痛。之所以会带
来伤痛，是因为教学将教师置身于
一个公共领域，置于学生、家长、
学校领导、机构领导面前。而且，
当教学进行的时候，教师是在这个
公共领域展现自己私人化的一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教师是非
常容易受到伤害的。教师所分享
的，不仅仅是关于某个学科话题的
内容，还有他自己的内心以及内心
深处关心的话题。这个话题被误
解、被质疑、甚至是被抨击的时
候，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时刻。当
教师发现无法与学生产生联结的时
候，也是非常痛苦的。我在自己的
教学生涯中体验过那些伤痛，所以
我也很想去直面这些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所以，我很感谢这位老师
的回应，因为她理解了我给这本书
的初衷：教学的勇气。

“教育的落脚点应该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2

吴国珍：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我开始组织活动听老师们的故事，
有几百位老师参加活动。我很惊喜
地发现，老师们面对面的、小范围
的交流，原来那么美丽。那么多优
秀的灵魂在绽放，我感觉进入到了
他们的心灵深处。老师们的故事正
好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所以相互
能感觉到勇气、心灵的成长。

帕尔默：这让我想起叙事本身
有力量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简单
又古老的探索人类经验的方式。初
民也是会坐下来，围成一个圈，然
后互相讲故事，讲他们自己的故
事、他们所在群体的故事、族群的
故事、族群之外的故事、他们和土
地的故事以及一切关于起源的故
事。交流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会这样提醒我的同事。在现

代社会，我们每天在相同的大楼、
相同的办公室出现，和相同的一批
人，10 个也好，20 个、30 个、甚
至是上千个人也好一起工作。如果
我们就在那里，做着相同的工作整
整 30 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
些人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所以，
为老师们创建这样一个交流的空间
很重要，请他们讲述个人的故事。

最开始做勇气活动时，我们会
问老师两个简单而有力的问题。第
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产生了
想做一名老师的想法？”我听到的
回答很多，有的说从 6 岁就想做老
师的。他说，“我有一个 4 岁的弟
弟，我会在我们的地下室里架起一
个桌子，或者在我们家的后院里，
我会坐在桌子后面，弟弟就坐在桌
子对面，然后我来扮演老师，我来

教他。”这些事都能追溯到他们童
年。然后我们会问，“你什么时候
确定你要做一名老师呢？你尝试了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你下定决
心要做一名老师。”这两个问题引
出的故事，什么时候第一次有这样
的想法，和什么时候第一次决定了
要做，就会触发老师们的很多回
忆，并且重新点燃他们的职业热
情。当热情重新被点燃，他们也就
有了教学的激情。

吴国珍：唤醒初心，回归到初
心，不断地唤醒老师们刚入职时的
激情。这也是我们很多中国老师，
很多优秀的老师也会讲到的，童年
的时候喜欢拿一块小黑板和一根粉
笔，模仿小老师。另外，您刚说到
的这样的老师共同体能够创造一个
新世界，我特别有共鸣。

帕尔默：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
会中，在高速的生活节奏和喧嚣
中，心灵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和你
合作的这些人，甚至包括你自己，
都是希望能穿越人流，沉浸下潜，
到一个我们能共享人类经验的地
方。

但是当我们谈论自己的故事
时，就像“三人行”，就好像我在
书里说的“微观宇宙中的教学”。
从一个广博的现象中选取一小个例
子，然后用心去观察它，并从中窥
探整体的面貌。就像全息影像一
样，任何一个点都能给你看到整体
的视角。我们之前谈论的人类经
验，是需要我们透过经验去观察
的。

所以，在某种抽象的层次来
说，我们也许并不相似，我们的想

法、信念、责任，我们对于什么是
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都有不
同的辨别准则。对于什么重要、什
么不重要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会
很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沉心下
潜，仔细分析这些故事，就会发现
我们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所以，我
很珍惜那些能让人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探寻这个秘密的机会，这就是
我们深深地和他人联结的秘密。我
们需要机遇，需要停下来，站在别
人的角度才能客观地发现这些秘
密。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去讲述我们
的故事，然后让别人听到故事。

（吴国珍为 《教学勇气——漫
步教师心灵》 中译本译者、北京师
范大学退休老师、教师勇气更新公
益活动发起人；本文由宾夕法尼亚
大学在读硕士郑皓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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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帕尔默是一位美
国教育家，被誉为教师的心
灵导师，曾出版过《教学勇
气——漫步教师心灵》。作
为中译者，吴国珍教授今年
在美国拜访了帕克·帕尔
默，并与他展开了一场关于
教师教育教学的对话。他们
都热衷于教育事业，对教育
充满了激情，因此在交流中
产生了许多共鸣，也碰撞出
了许多教育思想的火花。

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 《心
理健康:所有学生都得到适当支持了吗》。报告显
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更容易从高等教育阶段
辍学,而且不太可能从事技术性工作或继续深造。

报告显示，在 2016—2017 学年，87%的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在进入大学第一年后继续学业，
而在所有本科生中，这一比例为 90%。在该学年毕
业的学生中，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中有 69%进入
了技术性工作或继续学习，而所有本科生中这一比
例为 73%。在 2017—2018 学年，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的毕业生获得一等学位的可能性更小。此外，报
告还显示，在非全日制学生中，来自最贫困地区的学
生最有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来自最富裕地区
的学生报告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最小。

总体而言，在过去5年中，英国认定的有心理
健康问题的全日制学生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从
2012—2013 学年的 1.4%增至 2017—2018 学年的
3.5%。报告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女生是男生的两倍
多。2017—2018 学年，4.7%的女生表示自己有心
理健康问题，而男生的这一比例仅为 2%。对此，
报告分析，这些数字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一般来
说，学生只有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才会公开自己的心
理健康状况，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耻辱感可能会阻
止一些学生公开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

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首席执行官尼古拉·丹德
里奇 （Nicola Dandridge） 说:“心理健康问题
不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成功的障碍。但对太多的学生
来说，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在社
会上茁壮成长、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能力。心理健
康和幸福是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为
了增进学生福祉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有
必要考虑心理健康问题与其他特征的关系。”

（张佳）

英国大学生心理问题凸显
加剧高等教育不平等

私立学校在韩国教育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排
名靠前的学校中私立高中占40.2%、私立大学则占
86.5%；每年国家财政向私立学校 （包括中小学和
大学） 投入约 14 万亿韩元。近几个月，韩国教育
部对私立学校的不正之处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处
罚，并为了从根本上防治此类问题制定了私立学校
改革方案。

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提高私立学校财务透明
度，将学校经费的公开对象由现行的校长扩大到董
事长及常任理事，并取消有关人员 1000 万韩元以
上的财产贪污认定标准；允许教职员、学生等共同
参与学校基金运营审议会，推进公款的使用透明
度，对于产生重大财务问题的学校，将由教育部长
官指定外部会计机构进行监管；强化私立学校法人
代表的问责制度，公示学校管理人员中的亲属关
系，并辞退不符合职位要求的人员；提高私立学校
教职员聘用的透明性，各地方教育厅的惩戒审议委
员会对教职员工的聘用进行再审议；加强对私立学
校教师权利的保护与支持，加快私立学校教师育儿
假法定化的推进；教育部自身体制革新，对私立大
学的教职员聘用、财务、招生、学术研究等领域进
行定期审核。

考虑到该改革方案中的许多任务是对法律的修
正，韩国教育部表示将继续积极跟进。韩国教育部
官员表示，“私立学校是韩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引领韩国教育的发展，但是部分私立学校的
不正当行为使国民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不信赖之
感。因此，提高私立学校的透明性及公共性是当务
之急。通过此次在法律制度上的改善，教育部将尽
最大努力恢复国民对私立学校教育的信任。”

（季丽云）

韩国私立学校
推出改革新措施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
光大集团共同主办的“感知中国·美美与共”中
国·阿联酋青少年文化交流周活动，近日在中国宋
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这是“感知中
国·美美与共”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周项目的首场
活动。

活动现场，中国青少年进行武术表演，阿联酋
儿童字正腔圆地演唱中国民歌 《茉莉花》；中阿双
方分别介绍了茶道和咖啡文化；中阿青少年共同创
作甲骨文字图样，体验独特的“文字密码”；阿方
青少年体验了中国传统丝带绣技艺和古琴弹奏，展
示象征着美好祝福的古老手绘艺术，共同感受多元
文化的魅力。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井顿泉表示，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感
知中国·美美与共”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周活动，旨
在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互鉴、民心相通、和谐共处。
2019 年是中阿建交 35 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探索
建立中阿青少年交流长效机制，使中国宋庆龄青少
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成为感知两国精品特色文化、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长期课堂，通过青少年间持续
交流交往，进一步夯实两国民间友好基础。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表示，阿联酋与
阿联酋人民的好朋友中国建立了牢固、深厚的友
谊，两国合作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阿中
两国年轻一代的文化交流正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发展
势头，期待借助中国文化交流优质平台，推进阿中
两国青少年友好交流。

中国·阿联酋青少年
文化交流周活动举办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