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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健康的

心理和人格

■

北京师范大学 林崇德

福建师范大学叶一舵教授邀我为其

新著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 》 作序 ，

我欣然同意， 因为我是负责我国大陆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 我国台湾学校辅

导含义就相当于我们大陆学校的心理健

康教育。 张春兴先生在 《张氏心理学辞

典》 中指出： “在辅导历程中， 受过专

业训练的辅导人员， 运用专业技能， 协

助受辅导者了解自己、 认识世界， 根据

其自身条件 （如能力、 兴趣、 经验、 需

求等）， 建立其有益于个人与社会的生活

目标， 并使之在教育、 职业及人际关系

等各方面的发展上， 能充分展现其性向，

从而获得最佳的生活适应……与辅导一

词相关者有咨商 （咨询）、 心理治疗及治

疗。” 今天我们大陆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就类同于 “学校辅导”。

叶一舵教授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

究》 的基础是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方

向的博士论文， 现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

础上反复修订后的成果。 这项成果以历

史为脉络， 论述了我国台湾学校辅导自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从兴起到转型经历的

6

个阶段， 以及其所体现不同的发展任务

与发展特征。 这是一部中国台湾近现代

的教育史， 也是中国台湾近现代的心理

学史。

该书是一部创新点明显的著作 。 在

中国大陆， 出版我国台湾教育史或心理

学史的著作并不多见， 而 《台湾学校辅

导发展研究》 则是海峡两岸第一部系统

研究台湾学校辅导发展史的专著， 这种

新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该书对台

湾学校辅导发展阶段的划分， 尽管也有

不少台湾学者对学校辅导的历史分期做

了深入的探讨， 但对划分的依据以及分

期本身存在着分歧， 而叶一舵教授在详

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 以 “历史发展任

务”、 “阶段发展特征”、 “标志性事件”

为依据 ， 提出了

6

个阶段划分法 。 这种

“纵横贯通” 与 “史论结合” 的研究思路

便意味着创新的意识与创新的行为。 该

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一定新意， 尽

管文献法、 历史比较法、 个案研究、 口

述历史 （访谈） 和现场考察也经常被历

史研究者使用， 但统一的整合运用却是

一种新的尝试。 该书在对台湾学校辅导

历史发展的诸多问题的阐述 （评论） 上

具有作者自己的视角与独立见解。 这本

书统一了海峡两岸对学校辅导或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相关概念的解读， 例如 “辅

导” 与 “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辅导”

与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 “谘商 ” 与

“咨询” 等。 同为中国人， 为什么在辅导

或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概念有如此大的

不一致性， 这本身一点也不奇怪， 问题

在于两岸交流中， 对相关的概念要有尽

可能的认同性。

该书的研究及其出版的意义是不可

忽视的。 作者曾写道： “无论台湾学校

辅导这

50

年所走过的道路成功与否， 也无

论是特点、 经验还是问题， 都给正处于

探索与推进阶段的我国大陆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观念认识层面、 政策制度层面

以及执行操作层面带来诸多的启示。” 这

是较为重要也较为谦逊的表示方式。 心

理健康 ， 其英文为 “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 或 “

mental health

”， 意指一种良

好的心理或精神状态， 它是一个国际心

理学的重要概念。 围绕着心理健康开展

的教育， 我国的台湾称 “辅导”， 大陆称

“心理健康教育”。 为什么要开展辅导或

心理健康教育？ 如何确定心理健康的标

准？ 辅导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有何关

系？ 辅导或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是什么？

我们应该展开哪些相关的实验研究、 效

果又如何？ 国外的和我国港、 澳、 台的

经验哪怕是教训对我们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 我在这里推荐 《台湾学校辅导发

展研究》 就是出自这种需要。 我希望广

大读者能够喜欢叶一舵教授的著作， 并

诚恳地指出其不足， 与作者共同深入切

磋彼此感兴趣的课题。

（本文系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 》

一书的序）

《台湾学校辅导发展研究》，【台】叶一

舵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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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草根原创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走近李庾南和她的教学法

■

杨九俊

一位不懈的登山者

深入研究， 不断实验， 突出学

习主体研究与学生能力培养。

李庾南老师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

法” 经历了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 提出命

题， 通过教法改革推动学法的确立； 第

二阶段， 明确研究方向， 主题是关注学

程与教程的内在关系； 第三阶段， 深入

研究， 突出学习主体研究与学生能力培

养； 第四阶段， 创新数学教学模式， 重

点研究课堂教学创新和团队建设， 形成

鲜明的教学流派。

72

岁的李庾南老师至今

还活跃在讲台上， 她创造了从事班主任

工作的吉尼斯记录， 现在还在做着班主

任。 李庾南老师

17

岁走上从教之路， 用她

自己的话说： “好生辛苦”。 这是因为她

一直在走上坡路。 不断向上、 向前， 就

是李庾南最为宝贵的精神。

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的核

心是帮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 自主

学习 、 创造性地学习 、 享受学习 ，

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

实践型的教学流派总是与一定的教

学模式、 教学法联系在一起的， 李庾南

教学流派就是基于她创建的 “自学·议

论·引导教学法”。

思想性 在我看来， 李庾南 “自学·

议论·引导教学法” 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 第一， 核心是为了改进学生的

学习， 帮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 自主学

习 、 创造性地学习 、 享受学习 ； 第二 ，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指向促进学生整体

发展， 包括李庾南强调的要着力激发学

生的生命活力 ， 培养学生通透的灵魂 ；

第三，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提高学习能

力， 要聚焦到学生能力的研究和培养上，

特别是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四， 促进学

生学会学习 ， 要调适好教与学的关系 ，

坚持以学定教， 坚持教与学的统一， 坚

持教为学服务。 把李庾南的探索研究放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看， 我们

认为，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是草

根原创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

操作性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简明具体， 操作性很强， 比如仅仅 “独

立自学 ”、 “群体议论 ”、 “相机引导 ”

12

个字， 基本上就把操作要义说明白了。

以 “独立自学” 为例， 活动形式有阅读、

倾听、 演绎、 操作、 笔记等， 具体实用。

面对不同的教学情境， 李庾南通过探索

实验， 又提出了

3

种水平的自学活动。 第

一种是 “接受性” 的， 即自学演绎性材

料 ， 如教材 、 教辅资料等 ， 习得知识 ；

第二种是 “生成性” 的， 即在新知识的

背景中， 或在凸显知识本质特点的情境

中， 自主建构新知识； 第三种是 “创造

性” 的， 即由思维的拓展延伸、 知识的

迁移形成新知识。 可见， “自学·议论·

引导教学法” 上手快， 适应面宽阔。

立体性 听李庾南的课 、 琢磨 “自

学·议论·引导”， 总觉得她的教学法是立

体的。 “自学·议论·引导” 是

3

个环节，

“自学” 是基础， “讨论” 是枢纽， “引

导” 是关键， 是一个有机的组成；

3

个环

节又可以理解为

3

个维度， “独立自学”、

“群体讨论”、 “相机引导” 是围绕学习

能力的培养， 是可以突破时间线索的，

3

个方面相辅相成。 这个教学法自身又具

有很强的组织性， 可以自我调节， 可以

再度生成， 可以不断开放。 所以， 我们

才会感觉在李庾南老师那里是开放的课

堂。

上乘的教学是艺术

李庾南在教学艺术的追求上 ，

具有自觉的意识 ， 在探索实践中 ，

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进

入到教学的艺术境界。

有专家把李庾南的教学喻为梅派风

格。 据说， 梅兰芳先生在莫斯科演 《洛

神赋》 时， 有一位酷爱中国京剧艺术的

苏联老太太连看了

9

场， 她发现梅先生的

表演有一定的程式， 却又不受程式的束

缚， 每次都有新的变化， 就请梅先生解

释其中缘由， 梅先生尚未开腔， 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在一旁代为作答， 说梅先生

的表演是 “有规则的自由”。 我以为教学

艺术也应追求 “有规则的自由”， 李庾南

已经达到 “有规则的自由” 的境界， 实

现了规律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教法与学法的统一 “自学·议论·

引导” 既有教法 ， 又有学法 ， 根本上还

是学 法 ， 是为了学生 学 会 学 习 服 务 。

李庾南特别强调以学定教 ， 教为学服

务 。 这种教与学的统一又以促进学生

发展为价值基石 。 另一方面 ， 李庾南

教法与学法的统一还体现在老师的教

闪烁着创造性的火花 ， 这本身会对学

生创造性的学带来创造性思维方式的

示 范 ， 创造性数 学学 习 方 式 的 示 范 ，

创造精神的示范 ， 对学生学法形成的影

响是经常的、 深刻的。

实用与美感的统一 “自学·议论·

引导教学法” 简洁、 实用， 李庾南的学

生们都感到上手快、 很管用。 “自学·议

论·引导教学法” 是李庾南教学思想生成

的一棵大树 ， 是融铸她人格的一首诗 。

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 她形成了庄重大

气与温婉细腻相互渗透、 相互统一的教

学风格， 这也使得她的教学法有了实用

与美感相和谐的特征。

教学法逐步走向成熟

流派最重要的特征是风格的相

似性、 结构的群体性和影响的广泛

性。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从

无到有， 从隐到显， 得到很多教师

的响应， 已自成一派。

从自发到自觉 李庾南的教学流派

是逐步形成的， 开始还是个体模仿的多，

但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 随着现代传媒

工具的广泛应用， 再加上李庾南自己的

身体力行， 逐步从自发状态转入行政推

广为主的阶段， 流派的成员也更多从自

发走向自觉。 南通市专门成立了 “自学·

议论·引导教学法” 教改实验领导小组，

有领导、 有计划地推广实验。

2005

年又专

门成立了 “李庾南数学教学研究所”， 分

批培训全市初中教师， 对李庾南教学流

派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模仿走向创造 流派的形成是与

领军人物的教学法、 教学风格联系在一起

的。 可以说， 教学风格 （包括教学法） 是教

学实践成熟的标志， 教学流派则是教学教研

活动趋向繁荣的标志。 风格是因 ， 流派是

果。 一个流派的成员， 都是借助学习、 模仿

领军人物的教学法、 教学风格起步的， 但流

派的生命不在于模仿， 而在于发展、 创造。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 李庾南自己也在创造

新的自我， 引领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的发展。 李庾南团队的老师们在学习实践的

过程中， 逐步做到从形似走向神似， 从模仿

走向创造。

“海到无边天作岸， 山登绝顶我为峰”。

年逾七旬的李庾南老师还在前行 ， 还在登

攀， 这个流派也在不断前行、 攀登。

（本文是作者在李庾南 “自学·议论·引

导” 教学流派发展报告会上的发言 ， 本刊

有删节。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

《李庾南 “自学·议论·引导” 教学流派

论稿》， 杨九俊主编， 江苏科技出版社

2011

年

5

月出版

一本躺在时光里的书

■

朱玲

《民国经典国语课》是一本适合老师、

父母带着孩子安安静静阅读的书。

一本好书大概能给人带来两种阅读

感受，一种是激动，激发读书人求索的渴

望；另一种是安静，给人清风拂面般舒适

享受，《民国经典国语课》应该属于后者。

这本安静的书，静静地在时光里躺了

大半个世纪。 当年读着它成长的蒙童，已

经走到了古稀之年， 这长长的一段岁月，

它是冷清的，但是经它启蒙的孩子都有着

一份坚实的成长基础，它又是满足的。

民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气质的时代，民

国的学者多数有一份属于那个年代的清

冷和安静的气质。 他们的学术信仰和责任

感让他们愿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

如为孩子们编写教科书。 朱自清、叶圣陶、

丰子恺、冰心，好多这样的大家在当时都

安静地做着这份他们认为要认真对待的

重要事情。 没有私念，就想为孩子留下美

好的启蒙时代。 他们自己就是家长，爱自

己的孩子，兼爱大众的孩子，他们用爱自

己孩子的情感编书给所有的孩子看，这样

的感情该有多真。 丰子恺的孩子是幸福

的，有爸爸的画，有爸爸的文字帮助成长，

能读着大文学家、大教育家编写的国语教

材启蒙，能不幸运吗？

不会生硬地挖掘微言大义，也没有指

手画脚， 有的只是俯下身来从孩子的视角写

就的文字和孩子们能真切感受到的情感。 在

这种氛围下，带着孩子走人生的路，多么自然

呀。这样的教科书更像儿童世界里的乐园，先

生带着孩子吟诗游戏； 孩子给先生讲幼稚的

笑话；班里选举，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争论。 种

种校园的乐趣和小烦恼全在课本里。 课本还

会告诉孩子们，怎么从土里种出来一件短衫，

为什么一块香甜的米糕要经过

1000

个人的制

作，植物世界靠什么传播种子，动物为什么总

能和小朋友亲爱。还有很多关于祖先的知识，

没有文字的时候怎么传达信息， 没有时钟的

时候怎么计算时间， 这些知识紧紧地牵引着

孩子的好奇心。抓住了孩子好奇心的教科书，

孩子能不喜欢吗？ 课本里有很多可爱的英雄

和英雄的故事，总是让孩子们心潮澎湃，其实

心潮澎湃不就是教育了吗？ 何必按成人的思

维挖掘那么多深层含义去为难孩子， 孩子们

心潮澎湃，说明他们心向往之，这样的教育才

是高明的。

让孩子们也读读凝结着当时一大批有着

教育理想和责任感的文学家、 教育家们编写

的国语教材， 这本快乐而安静的书也许真的

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的阅读感受。 孩子身边

总是不乏谆谆教诲的人， 给他们些安静读书

的时间吧， 也许那么多空洞的唠叨还抵不过

书里一个小故事不经意间给过他的感动。

《民国经典国语课》，闫苹主编，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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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荐书】

李庾南在数学讲坛上一站

就是

53

年。她创建的“自学·议论·

引导教学法”曾获得“苏步青数学

奖”等许多重要奖项，形成了具有

广泛影响的教学流派。 李庾南是

名副其实的实践型教育专家。

【深度阅读】

【专家视野】

一路躬行一路思 “自育自学”是真谛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储朝晖

何炳章先生日前送给我一本他的专

著 《从教育原点出发———“自育自学” 理

论与方法》 （以下简称 《原点》）， 忙里

偷闲读了下来， 感到它是朴实的、 本真

的， 是一位教育理想追寻者长期躬行与

思考的结晶， 我领会它的主题就是引导

学生自育自学做学习的主人。

我们从 《原点》 看到，这一进行了近

30

年教育实验的基本思路是：学生是主人，

自育自学是教育教学的原点；教育教学都

要从这个原点出发，才能真正做到以学生

为本。 因此，在实验的起步阶段，何炳章就

明确提出：“教育，教育，就是教学生会自

育；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会自学。 ”我认

为， 这鲜明揭示了教育教学本质的理念，

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育自学”实验的根

本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从 《原点》 看到 ， 这一实验的

实践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有这种正确的教

育理念， 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操作

模式———概括起来有

7

个方面 ， 即 “做 ”

（做 “四个主人”）、 “学” （“引导自学”

课型）、 “读” （“每生每天在家” 课外

阅读）、 “吃

-

睡” （吃好早餐、 确保睡

眠）、 “炼” （“每生每天在家” 坚持锻

炼）、 “弹” （每位学生自学一样乐器）

“析 ” （学生自育自学情况个案分析 ）。

这

7

个操作模式也就是 “自育自学” 实验

的

7

个子课题， 或者说是 “自育自学” 思

想的 “实现形式”。 正是通过这

7

个方面

的操作模式， 使 “自育自学” 思想渗透

到学校教育的一些主要渠道和主要环节

之中， 变成了 “教育现实”； 使 “自育自

学” 实验成了 “全人教育” 实验， 让学

生终生受益。 何炳章常说： “我们不但

要做提出教育问题的能手， 而且要做解

决教育问题的专家 。” 投身教育

40

多年

来， 何炳章是这样说的， 更是坚持这样

做的。

由于 《原点》 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

有机统一，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所以

受到相关读者群的好评。 不少实验教师

看了 《原点》 后这样说： “这是一本由

科学的操作体系支撑着的精辟的教育理论

（‘自育自学’ 论） 使之变为教育现实的好

书， 说它是有志于教学改革的校长和教师们

的 ‘工具书’， 也不过分。”

目前， “自育自学” 实验已经在安徽省

12

个省辖市的

80

所学校、

800

多个班级、 近

2000

名教师和近

5

万名学生中展开 （其他省

市， 还有不少 “独立践行者”， 没有统计在

内）。 实验所产生的显性和隐性效果证明，

终生受益的是学生， 快速提高的是教师， 心

存感激的是家长， 由衷高兴的是校长和教育

局长。 人们深切地感到， 这项实验是针砭

“重教太过” 的实验， 是从教育原点出发、

办出真正教育的实验。

然而， “重教太过” 以及由此引发的学

生自主性丧失已经不是一两所学校或一两个

学生存在的问题， 而是当下整个中国教育遇

到的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 “自育自学” 理

论及其实验，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经走出一

条现实路径。 推荐此教学理论与方法， 以期

办出真正的教育， 让更多的学生成为真正善

自育、 会自学的学习主人。

《从教育原点出发———“自育自学 ”

理论与方法》， 何炳章著， 安徽教育出版

社

2011

年

5

月出版

“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 ”

的教学主张和模式来自田野， 是

通过蹲守课堂， 通过观察、 调查、

测量、 试验、 总结得来的， 来自

学生学习过程的现实情境。 更深

地挖掘学生潜能、 更大地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更充分地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 是这个教学主张

和模式的中心内容。

（上接第一版）

2010

年， 石秋杰的病历是这

样记录的：“

1

月

21

日、

2

月

10

日、

3

月

1

日化疗

3

周期；

3

月

25

日、

4

月

14

日、

5

月

5

日、

5

月

27

日、

6

月

17

日化疗

5

周期；

7

月

7

日、

8

月

10

日、

9

月

10

日、

10

月

1

日、

11

月

4

日化疗

5

周期……”

而就在这一年，石秋杰还继续担任着干了

十多年的研究生班主任，还在为学生的入

学教育、思想建设及奖学金评定工作而忙

碌，还参加了厦门的“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项目建设”的学术活动，还在像一个健康

的教师一样坚守在教学第一线。

谌伟庆，南昌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副教

授， 与石秋杰风雨同舟、 相濡以沫

20

多

年， 特别是这

14

年来， 他从未停止与死

神争夺爱人的残酷战斗， 始终不离不弃。

回忆往事， 仿佛亲密爱人还未离去：

“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好妻子、 好媳妇、 好

大嫂、 好老师。 秋杰临终前

10

多天写的

那

3

封遗书， 分别是给她娘家人、 给我的

家人、 给我和女儿的。 生病的事，她不让

我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家人，怕别人担

心。 她和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得非常

好，追悼会上我的弟妹、弟媳哭得最伤心。

我弟弟、妹妹的孩子再三要求把他们的名

字刻在秋杰的墓碑上， 他们说秋杰是我

们家最值得尊敬的长辈。”

石秋杰的女儿谌思宇 ， 今年刚大学

本科毕业。 她回忆道： “就在去年年底，

我还去听过妈妈给学生上的课 。 当时 ，

她是用麦克风讲的， 我很吃惊， 平时在

家里讲话一般不会超过

20

句的妈妈， 在

课堂上却那么富有激情， 滔滔不绝。 现

在我明白了， 她平时在家说话少是在积

攒上课要用的气力啊。 我多么后悔我的

粗心 ， 一直不知道妈妈病得这么厉害 。

在我心目中， 妈妈是最完美的女神。 下

辈子， 我一定还做妈妈的好女儿。”

理学院化学系副主任吴芳英回忆道：

“在同事的眼里 ， 她一直是一个追求完

美 、 健康美丽的人 。 她一直坚持工作 、

坚持上课、 坚持指导学生， 连续十多年

担任化学系研究生班主任。 直到

2010

年

年底， 化学系研究生的入学教育、 思想

教育和奖学金评定等工作， 都是石老师

亲自做的。”

5

月

26

日， 石秋杰的同门师弟以及南

昌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宁等同事

“强行” 来到医院探望。 第一眼看到石老

师， 大家震惊了： 极度消瘦、 憔悴的面

容， 浮肿得厉害的四肢， 几乎让人认不

出来了。 然而， 更让大家震惊的是， 石

老师的病床上还放着一张小桌子， 她正

伏在小桌上， 用笔记本电脑给即将答辩

的研究生修改论文。

“她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创造了崇高”

从

1998

年至今 ， 石秋杰已经为教育

事业奉献了

13

个春秋，长期承担本科生的

“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课程以及研

究生的 “工业催化剂设计”、“催化材料化

学”的教学任务。 石老师尽管患病，但她的

工作量却是每年都超额完成。 就是在病情

日渐严重的近两年，她依然坚持站在讲台

上， 依然坚持奋战在实验室。

彭子青是石秋杰刚刚毕业的研究生。

彭子青回忆， 石老师多次为他修改论文， 效率

很高， 很仔细， 电子文稿上都是满满的批注。

2010

年

12

月， 长期接受化疗的石老师身体已经

十分虚弱， “石老师当时给我们上课， 就是一

手拿着水杯， 一手拿着麦克风。 就是研究生的

课， 石老师也丝毫不马虎， 总是那么认真。 可

我们是那么的不懂事， 竟然没看出老师的病

情， 还总是找她问这问那。”

今年

5

月

22

日， 也就是石秋杰逝世的前一

周， 学生黄思富还通过短信和石老师探讨实验

仪器修理的事。 石老师回复他说： “本科毕业

论文你们帮我把好关， 仔细修改， 同时你们几

位应抓紧时间把以前的数据整理成论文， 请代

为转告其他人。 郭桂新和郑玉华的实验也该抓

紧， 遇到问题你们都帮帮她们。” 谁知， 这条

短信竟成了黄思富与石老师最后的交流。

在学生看来， 石秋杰不仅是他们学业上的

老师，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妈妈。 石老师经常会

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食品送给他们吃。 每年学

期末，石秋杰都会邀请学生们到她家里来，她亲

自下厨，为他们做可口的饭菜，包好吃的饺子，

让身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住院后， 石老师一直坚持通过短信、

QQ

的方式和学生联系。 身体的剧痛使她每晚无法

入眠， 她就静静地坐着， 尽量不咳嗽， 不影响

其他患者休息， 也不肯服用止痛药品， 怕损伤

脑子影响自己以后的教学与科研。 在生命倒计

时里的每一刻， 石秋杰用她的真诚与善良感动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说

:

“石老师身患重

病依然保持对学生的博大爱心、 对事业的无限

忠诚。 她兢兢业业、 尽心尽责地工作， 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石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

先进教师代表， 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

崇高， 在点滴的生活细节中展现了品格， 这种

榜样的力量， 必将激励更多的老师积极投身到

我们的教育事业中。”

平凡而又美丽的师者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