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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在幸福中荡漾与成长让生命在幸福中荡漾与成长
———李升勇校长及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的生命规划—李升勇校长及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的生命规划（（上上））

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二十八系列之二十八

提到唤醒生命，也许有人会说，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生命，他们就活
在我们身边，还需要什么唤醒呢？

李升勇认为，这里所说的唤醒生
命，不是一般所说的只是活在世上呈
现在显性层面的肉体之身，更多指向
的是就其生命本质意义而谈的精神与
心灵。

有了以上的认识，也便有了为什
么要唤醒生命的话题。

第一，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升学
与就业，而是人的教育、生命的教
育。可现在有些人对教育的认识与此
背道而驰，只是为了考所理想学校、
有份好的工作。尽管以身显形的生命
还在，可其本质内核的生命却不复存
在了。

第二，生命降生时并非一无所
知，而是如孟子所说，良知良能，人
生而有之。所以，生命个体已经承载
了人类的很多智慧，教育的作用更多
的不是传递知识、教授方法，而是激
活其智慧的密码。

第三，教育的核心是目中有人。
现在，有的学校在课程构建、课堂改
革、项目学习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可是依然有人在浅层次上做

“术”的研究，做的是目中无人的教
育，它远离了教育的本质，步入形式
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第四，三维目标需要重新解
读。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被人们常常
谈及的“三维目标”，将知识与能力
放在了首位，把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放到了末位，也就是说，知识与
能力高于做人，而非做人第一。而
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是把

“传道”放在首位，即做人是第一位
的，生存技能是次要的，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知识学问是解决了做人
和生存问题之后的目标。孔子的教
学总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短短12个字中，前9个
字都是谈的做人的教育，即使最后
所说的“游于艺”，也与做人有着内
在的联系。

李升勇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
人是有情感的，是动态发展的，是有
可塑性的。所以，就要将教育的目光
聚集到人，而不只是研究知识与技
能，也不只是注重过程与方法。否
则，从其开端就走错了方向。方向错
了，即使勤奋与努力，也有可能于事
无补，做错事，甚至还不如不做。

有的教育正是如此，没有将生
命激活，让生命处于沉睡状态，更
严重者，还将其有意无意予以扼
杀。那么，究竟如何去唤醒生命呢？

一、唤醒自我意识

这里所说的自我，不是以自我为
中心，更不是自私，而是要主动地去
做正确之事的自我意识，增强学生的
自我意识。

一个人的发展，外力可以起到作
用，有的时候还会起到比较大的作
用。可从本质意义上说，自我意识的
觉醒，才是开启生命自觉之门与步入

成功殿堂的关键所在。恰如孔子所
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
仁”如此，其他诸事也要靠自我。

没有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有主动
学习的意识与行动。美国杰夫·佩第在
《循证教学：一种有效的教学法》中如
是说：“实验表明，学生成绩提高的
主要因素是学生的主动学习而非教师
的讲解。”传统课堂教学时教师的满
堂灌之讲，之所以会出现教师讲得
累、学生学不好的情况，原因就是没
有激发出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在潜力。
教师不是不需要讲，可更为重要的是
要将学生自主学习的密码激活，唤醒
其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学习如此，
其他亦然。要让学生知道我是谁，我
应该干什么，我如何主动积极地去
做，从而才能更好更快地抵达理想的
彼岸。

李升勇说，乐陵市实验小学的养
成教育就是关注学生自我意识的唤
醒。从新生入学第一天起，学校就在
他们如何行走上唤醒其内在的自我，
不是乱跑，也非无序而行，而是单人
成行，走直线拐直角，伴着音乐的节
奏，双臂前后自然摆动，抬头挺胸收
腹而行。其实，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希
望自己走路遵守规则且姿态优美，所
以，引领他们如此而行，其实就是唤
醒其内在的自觉，并逐渐让他们形成
习惯，以至生成以此为美的快感。

学生进入教室之后，不大声喧
哗，而是静默 1 分钟，从 1 默数到
60，想一想昨天学了什么、今天要学
什么，目的是让学生较快地进入学习
状态。其实，绝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走
进教室之后，尽快进入学习状态，这
是生命内在的呼唤，学校做出如此规
定，恰恰是在有意地唤醒其自我意
识，让其以恬适的心态徜徉于学习的
海洋之中。

人是万物之灵，教师要相信学
生，要让生命的灵性回归到它应有的
状态，并升华为自觉自为状态，甚至
还有一种美感与之相生相伴。

不少学校学生的外出活动是由教
师或家长设计路线、设定主题等。这
样做的结果是，学生的自我意识没有
了，只能被动地听从教师与家长的安

排。为了唤醒自我，乐陵市实验小学
学生外出活动，去哪里、和谁去、怎
样去、要花多少钱等，全交由学生自
己设计。开始的时候，教师与家长认
为孩子年龄小，不可能做好，而结果
远远超出教师与家长的想象，即使在
外出活动的路上遇到某些问题，孩子
们也能够主动且有效地解决。在整个
活动中，他们成为了活动的主人，感
受到了自我，在自信心升腾起来的同
时，幸福感也翩然而至。

在乐陵市实验小学，唤醒自我意
识从一年级学生就已起航，“记心灵
日记”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里所
说的记，不一定是文字记录，可以是
语言描述，有条件的可以由家长代笔
记录下来。比如孩子傍晚放学回到家
里，是先做作业，还是先看电视？这
个时候，孩子的心中会有两个“小
人”在争辩，一个说要先做作业，一
个说电视节目太好看了，要先看电
视。也许这两个“小人”的争辩难分
胜负。第二天到校后，孩子们再轮流
在教室里将当时的情景讲给老师和
同学们听，告诉大家自己是怎样帮
助“天使”战胜“魔鬼”的。李升
勇认为，这样的活动过程就是在唤
醒自我意识。当然，这样的唤醒不
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即使当时成
功，也未必不会反复。教师要有耐
心，持续推进，相信学生终究会唤
醒自我意识。

二、开发生命潜能

李升勇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
教师的观念问题，如果教师认为学生
没有潜能，教师就永远不会放手，即
使比较浅显的知识，也会一遍又一遍
地讲来讲去，以致让学生听得昏昏欲
睡甚至心生厌烦。这样的教师也不相
信学生会自主管理，要求学生一切听
从教师的指挥，结果，管是管严了，
甚至管死了，可学生内在的潜能也渐
渐被消解了，以致长大之后，一切听
人摆布，成为没有主见与思想之人。
乐陵市实验小学相信学生具有与生俱
来的潜能，所以，在为学生进行学业
规划、职业规划的时候，更多思考的

是如何让学生的潜能迸发出来，而不
只是在求知的层面徘徊不前。

三、追求身心平衡

《周易》 有言：“一阴一阳之谓
道。”还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身心平衡，其实也是生命阴阳的平
衡。恰如孔子所说的“中庸”，无过
无不及。人如果不锻炼，身体就很难
健康；锻炼太过，又会危及健康。由
此可见，人的身体犹如一个小宇宙，
须遵循阴阳之道，唯其平衡，才能更
加和谐健康。

心理的平衡亦如是，也要讲求阴
阳之道。其实何止于心理，大自然也
是如此，它有阴阳之变，有时会风和
日丽，有时却疾风骤雨，这就是自然
之道。正是由于这种天道，让大自然
虽变幻莫测而又“长生不老”。人也
是这样，一生之中，会取得不少成
绩，也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失败，可想
到这本系天道，就要在取得巨大成绩
的时候，不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在
遭遇重大失败的时候，不垂头丧气，
裹足不前，因为这几乎是所有生命都
要经历的阴阳之变的过程。有了这种
心理的平衡，就不至于被成败得失所
干扰，而是安顿好自己的心灵，让自
己本有的生机勃发出来。

有了这种中庸和平衡，生命就
不会处于萎靡状态，而是以一种昂扬
向上的姿态，迎接每一天新气象的光
临。

基于这种思考，李升勇在教职工
大会上为教师培训的时候，更多讲的
是如何做人，如何走向中庸之道。比
如有的教师年龄大了，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身体某些指标超出了正常范
围，于是心生恐慌，赶快到医院看
病吃药。其实，这是生命行走的自然
过程，包括经历死亡这个最终过程。
所以，有些年老的教师某些指标比年
轻人高了一些，多属正常，不必大惊
小怪，而是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即
使垂垂老矣，行走不便，也视之自
然，甚至享受这种人近黄昏之时的特
殊之美。

教师认识了这种天道，心理平衡
而愉悦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
走向身心健康之道。

当然，首先要相信学生生而便身
心健康，然后不断地强化它、丰满
它，而不是伤害它。比如要求学生抬
头挺胸收腹、双臂前后自然摆动、轻
声快步行走的时候，不是要值日学生
去盯着哪个学生走得不好，然后现场
予以惩罚，让其心理受伤。这样，被
惩罚的学生也许会有愤愤不平之感，
心想其他学生也像自己一样走得不
好，甚至还不如自己，只是自己不幸
被抓住而已。这样心理失衡带来的将

是心理问题的增多，以致影响到日常
的学习。

如何办呢？引导值日学生去发现
走得好的学生，记录下来，通过小广
播、小电视台等，对他们进行表扬。
这不但会让这些学生感到自豪与幸
福，其他学生也会“学而时习之”。
如此而为，所有行走的学生都不会心
生恐慌，担心受罚，而是想着如何走
得更好。长期这样做，就会形成一个
向好向善的气场，从而唤醒学生向善
向美的心灵，并让其本然就有的真善
美自动萌发出来。

唤醒生命只是生命规划的第一
步，随后就要让生命持续不断地提
升，以至可以通过内心聆听到生命拔
节的声响，进而让生命产生更大的飞
跃。

李升勇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激发
生命的潜能，不过，并非激发生命的
所有潜能，因为教育的能力并非无所
不及。尽管生命的潜能是一个有待开
发的富矿，可小学阶段只有短短 6
年，不可能将学生的潜能全部开发，
只能重点开发可以让学生终身受用之

“矿”。所以，教育不能面面俱到，而
是重在激发满足生命现实生活和未来
发展需要的潜能。

同时，教育的目的是为整个生命
发展服务，而不应该只是为生命的某
个阶段服务。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不能只为了学
生的升学、就业等某个阶段服务，如
此，生命提升就应当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内容。

一、提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李升勇认为，生存的能力主要体
现在生活和劳动两个方面。乐陵市实
验小学的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就是
为此而设计的。不过，休说小学生，
即使有些大学生，连生活必需的做
饭、洗衣服等自理能力都不具备。即
使农村的家长，也不再培养孩子的基
本生活能力，不少学校对此也是充耳
不闻。这又何言是为学生的生命负责？

劳动是光荣的，可对于某些学生
来说，不愿意参加劳动，甚至认为劳
动是低贱的。所以，衣服脏了，自己
不洗而让家长洗，甚至上了大学，也
要积攒一批之后，由家长代劳，而且
还沾沾自喜，家长也认为理所当然。

为此，教育就应当承担起培养学
生从小劳动的能力与习惯的责任。可
乐陵市实验小学起初让学生打扫卫生
的时候，有的家长认为这不是孩子应
当干和能够干的苦差事，便赶到学
校，试图“义务”为孩子代劳。

家长之行在学校受阻的时候，他
们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的孩子自从
出生之后，在家里从来就没有劳动
过，你们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劳动
呢？”

李升勇和老师们告诉家长，这是
为了孩子的生命成长负责，并就此问
题进行了耐心的解说。

李升勇认为在整个世界格局中，
中国孩子缺少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
是动手能力。我们的孩子是要面向世
界的，为此，学校教育就应当未雨绸
缪，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以劳动为
光荣的意识，让他们拥有更好生存的
能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生命负
责。

二、提升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的学
生尽管可以考出高分，可未必能适应
未来社会的发展。君不见，有的大学
生毕业之后，无法就业，只好再次进
行培训，然后才能上岗就业。这样的
教育，无法满足学生当下的需求，更
遑论满足未来社会的需要。乐陵市实
验小学所有的学业规划、职业规划、
生命规划以及相应而生的各种活动，
几乎都是为了学生能够适应当下与未
来需求而设计的。

此外，目前一些学校培养出来的
学生，尽管上了不错的大学，可是，
却不具备创新品质与创新能力。因为
有的教育不但不培养创新精神，反而
认为是异端邪说，非但不予培养，反
而大加排斥与压制。他们要求学生从
小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而不是
鼓励孩子要有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不
同于教师和专家的看法。这样培养出
来的孩子对老师唯命是听，不敢创
新，不会创新，怎能成为未来的创新
人才？

乐陵市实验小学则不然，他们鼓
励孩子敞开思维，大胆发表自己的意
见，于是，就有了很多“异类”的观
点，比如有的孩子说，“诸葛亮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奸臣”“关羽既不忠也不
义”等。显然，这与语文教参上和专
家的看法背道而驰。对此，老师们不

但不轻易予以否定，反而鼓励学生大
胆说出有此观点的理由。只要言之成
理，就予以鼓励和表扬。即使他们的
观点错了，理由也并不充分，只要他
们敢于提出不同见解，将问题暴露出
来，通过师生共同分析，让他们修正
自己的观点，并继续去大胆地质疑，
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

李升勇认为，小学生的未来，主
要的不是就业问题，而是创业问题。
此前不曾有的整理师、宠物化妆师
等，现在已经不少，将来还会有一些
规划师、高级护理师、心理疏导师
等。面向未来，就要思考如何让学生
走向未来。可以想象，中国的未来重
要的将不是工业制造业，而是要去挣
全世界的钱。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
是单纯地输出集约型的劳动力，而是
输出标准、思想和管理方式等。因循
守旧，显然无法抵达这一理想的彼
岸，只有大胆创新，才能在未来的世
界格局中，显出其应有的“英雄本
色”。

三、培养自我规划和慎独的习惯

学习规划中的周目标、日计划以
及其他活动等，均在教师的引领与启
发下，逐步地让学生进行自主规划，
自主管理时间、自主管理活动、自主
管理过程、自主管理目标和自主管理
进度。

据李升勇讲，起初阶段，有的学
生做得并不理想，但教师却不包办代
替，也不指指点点，仍然把权力放给
学生，让他们去摸索与尝试。结果，
他们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还有可能升
华成一种终身受用的品质。

所谓慎独习惯，就是在没有外在
干涉的前提下，学生在生活自主、学
习自主、活动自主等方面形成的克服
力，以及最终形成的习惯。

怎样培养学生的慎独能力呢？
李升勇说，设置相应的活动、仪

式，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形
成慎独能力。

比如生活自主。由学生自己制定
每天起床、睡觉和整理房间的时间，
规划每个时段具体学习的内容等，而
且要严格按照制定的计划而行。在实
施过程中，如果发现哪些方面存在问
题，再行修订自己的方案。家长只是
一个旁观者或者监督者，当发现孩子
做得好和变化大的地方，及时反馈给
教师。教师则发到家长群里进行表
扬，以此来强化学生的优点，从而形
成良好的慎独习惯。

四、提升三观评价的水平

对于学生的评价，多是教师或他
人来评价，可李升勇认为，既然强调
自我，就应当有自我评价，从而让学
生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加关注自己内
心的感受与体验。比如这一段时间，

“我”进步了吗？教师布置的诗词背诵
任务完成了吗？即使没有背过，可已
经读过五六遍，熟到近乎背诵的程
度，这也是进步了。通过这种自我评
价，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自
己每天都在进步，从而增强了自信，
又有了继续奋争的动力。

在评价中，除了上面所说的自我
评价即主观评价之外，还有“他观”
评价和客观评价，称之为三观评价。
主观评价正确与否，还需要通过“他
观”评价与客观评价进行验证，以便
更加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他观”评
价，即教师与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他
观”评价有了对自己的鼓励，欣喜之
余，是更加努力，争取走向“更上一
层楼”的境界；他人评价如不正确，
也因有了一个坚定的自我且心中有
数，而不记挂于心，心里依然充满阳
光。客观评价是更高评价，通过自评
与他评，目的也是让评价接近于客
观。这样，再行审视自己的时候，就
会明晓自我评价也许会有某些问题，
不过这不可怕，只需主动地进行自我
纠正，从而继续前行。

如此评价的结果，在自我意识不
断增强的时候，也让评价越来越接近
客观，从而让生命步入正轨且蓬勃
发展。

（陶继新）

在小学阶段谈及生命
规划，有人认为是小题大
做，可山东省乐陵市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升
勇却另有说法。他认为，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单程旅
行，某一个生命节点上出
现问题，都有可能波及到
其当下以至未来的幸福。
从小为学生进行生命规
划，让他们及早敬畏生
命、懂得生命的意义，才
能更好地步入享受生命的
幸福殿堂。

唤醒生命

提升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