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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林： 长大的儿童

写诗

有一年， 两只小鸟飞进了李吉林

家的院子， 看着它们飞来飞去， 衔着

树枝枯草在树的枝叶间搭窝造房， 已

经当了奶奶的李吉林如孩子般兴奋。

她不断提醒小孙子， 从树下走过一定

要轻一点， 千万别惊动了小鸟。 她满

怀童心地憧憬着： “让它们在这小小

的庭院里安家落户， 我们的家， 不就

成了小鸟的家吗！”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回拨再回拨。

初三暑假， 李吉林报考了南通女子师

范学校， 当时的班主任李传椿对她说：

“考师范， 当教师， 很好。 要知道， 教

师， 也是诗人。”

怀着这颗诗心， 她渴望用情感扇

动想象的翅膀， 让孩子的思维飞起来，

让孩子的心儿飞起来， 让他们快乐地

飞向美的、 智慧的、 无限光明的童话

般的王国。 从毫无经验的新教师到在

语文教学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

李吉林教师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像一支

节奏明快的圆舞曲， 有秋的愁思， 但

更多的却是春的遐想。

憧憬的诗句没有写下多久， 阴霾

就遮盖了天空。 1966年， 伴随着那场

灾难性浩劫的开始， 李吉林也一夜间

成了“小学里的反动学术权威”， 凄风

苦雨下早已没有了写诗的心情与环境。

然而， 习惯了向上的灵魂是不甘于沉

沦的。 她常默念着三句话砥砺自己：

第一句是普希金的“心憧憬着未来”，

第二句是高尔基的“我从小就是在和

周围的环境不断斗争中长大的”， 第三

句是毛泽东的“人是应该有点精神

的”。 在那个无诗的年代， 这些话就成

了她写在心里的诗。

当阴霾散去， 雨过天晴， 李吉林

虽已年届不惑， 却倍感精神焕发。 铺

开白纸， 她决意重新写一首诗。 也许

她并未料到， 这将是一首辉煌的教育

诗。

1978年暑假， 一直教中高年级的

李吉林带着改革的热情向校长请求从

一年级教起。

当时普遍单调、 呆板、 低效的课

堂令她忧心忡忡。 结合自己20年来的

教学实践和对孩子心理发展的研究，

她大胆改变了低年级语文教学以识字

为主的传统方法， 从一年级上学期就

进行大量的“说一句话” 的训练， 3个

月后开始“口头作文”， 下学期进行每

天“写一句话” 的训练， 二年级就开

始写命题作文和观察日记。 适当增加

学习的难度， 满足了小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 使他们的智力得到了较好

的发展。

从外语教学的情景训练中得到启

示， 又从中国古代文论“意境说” 中

汲取营养， 以实践为土壤， 探索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景交融的教学模式。

“情境教学” 的萌芽看似偶然， 其实隐

藏着必然， 其产生和发展是与李吉林

的课堂实验、 理论学习相生相伴的。

2008年， 李吉林首届实验班的学

生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南通， 为老师庆

祝从教50周年纪念日。 那天， 走进李老

师家的客厅， 他们惊喜地看到， 长条桌

上整齐地摆放着他们小学时的作文本。

他们不会忘记， 跟随李老师在开满

野花的小河畔寻找蒲公英的清晨， 他们

也不会忘记， 李老师带领大家在濠河边

吃着月饼赏月的夜晚。 然而， 他们未必

知道， 为了优选环境， 从学校北边的田

野、 小沟渠到孝光塔、 城南的公园桥畔，

都留下了李老师的足迹。 他们未必知道，

当找到理想的秋天田野典型场景时， 李

老师何等兴奋， 她恨不得见人就说 ：

“哎， 我找到了， 明天成了！”

现在， 他们明白了， 李老师用辛勤

的付出为他们带来快乐的体验， 这种体

验将观察、 思维、 想象相结合， 进而激

发情感， 触发语言表达的动机。 现在，

他们为当年的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

不怕作文甚至爱上作文这个问题找到了

答案。

没错， 李吉林的班上没有学生再惧

怕作文。 有个男生在日记里写道： “今

天我病了， 想到李老师要讲评作文， 我

听不到了，心里怪难受的。 ”连李吉林也感

动不已，原来作文真会达到一种“高兴地

鸣发内心的感受”、“不容自遏地说” 的境

界。 1980年春天，李吉林带的这个班出版

了一本《小学生观察日记》，她用每人的5

元稿费， 帮他们买了白球鞋。

二年级下学期， 李吉林在作文课上

带领学生观察小鸭子， 当王许成作为老

师的小助手， 用事先准备好的饭粒和蚯

蚓在全班同学面前喂鸭子时， 同学们都

有些吃惊———他是个落后的孩子， 怎么

能做这么有趣的事情？ 而“留级生” 王

许成也感受着不曾有过的骄傲和自豪。

这个脸色黄黑， 父母住在乡下， 平

时跟着奶奶生活的男孩看上去是个与集

体有距离感的孩子。 为了让他丢掉留过

两次级的“包袱”， 尽快赶上同学们的脚

步， 李吉林在他进班之前就给班里的学

生打了“预防针”： “他比我们大两岁，

是我们的大哥哥。” 并想方设法把他的成

绩提上去， 让他感觉“我也行”： 容易的

问题请他回答； 观察日记写得错别字连

篇， 却表扬他“完成了作业， 很好”； 在

作文中会用“挽着奶奶的胳膊” 表达亲

情， 就在那行字下用红笔画圈并在班上

热情地表扬他的进步……

在李吉林看来， 学生都是平等的，

对这样的孩子更要注意培养自尊感和自

信心。 在李吉林的鼓励、 赞赏中， 王许

成越来越自信了， 成绩也有了很大提高。

看到有些学生的家长下岗， 曾经也

是穷孩子的李吉林担心这些孩子的心理

会受到影响， 产生自卑情绪， 就悄悄地

通知了学校里100个“特困生”， 给他们

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并用刚得的奖金为

他们每人订了一年 《百家作文》 杂志，

并在春节前送给他们大礼包。

她以教师特有的洞察力关注着每一

个孩子， 为他们提供情感的支撑。

她说： “诗人是令人羡慕的， 其实

教师也是用心血在写诗， 那是写在学生

心田里的明天的诗。”

走出位于南通老街官地街的家， 穿过弯弯曲曲的里弄， 在街上遇见的人都用南通话唤

她“李老师”， 她也用南通话同这些阿婆、 阿姨们亲切地打招呼。

经过天宁寺， 路过南通中学， 拐几个弯， 过一条马路， 就到了她已工作了50多年的南

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 这条路她走了50多年， 路边的风景不断变换， 她亦从18岁的“老师

姐姐” 变成了年逾七旬的“老师奶奶”。

街市热闹， 她却极少流连， 而常常沉醉于某个问题的思考中。 就如她当教师、 搞情境

教育研究， 几十年来从不左顾右盼， 因为她“坚信自己的选择”。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 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及中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会长……

荣誉的光环照亮了李吉林的名字， 李吉林却更愿意别人叫她“长大的儿童”。

让课堂成为

儿童创新的沃土

■

王灿明

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育， 如果没有美， 没有

艺术， 那是不可思议的。”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李吉林就开始了审美课题的研究， 提倡 “让艺术走

进语文教学”，

1997

年更明确地主张教学应当倡导

“美感性原则”。

李吉林常说， 美， 是创新的出发点， 美让孩子

走向创新。 在她看来， 创新是人的情感与智慧交融

的结晶， 通过美， 我们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健康高尚

的审美情趣 ， 而且可以熏陶 、 感染学生的幼小心

灵， 进而在学生获得美感的过程中， 产生创新的欲

望和动力， 所以她一直将美作为儿童创新潜能开发

的突破口。

三十多年的探索， 李吉林总结出 “再现美的教

学内容”、 “选择美的教学手段”、 “运用美的教学

语言”、 “表现美的教师仪态” 等多种方式， 构建

了一个个独特而充满灵性的 “审美场域”， 培养儿

童的创新精神 ， 进而影响儿童的整个精神世界 。

“当他们长大以后， 会因为追求美的境界， 而不惜

代价地为事业、 为民族、 为人类去创造， 真正成为

有益于社会的创新人才。” 她以为， 这才是我们今

天培养创新人才的终极目标。

没有思维就没有创新可言， 思维迸发出来的最

灿烂、 最具价值的火花就是创新。 培养儿童的创新

能力， 首先必须开发儿童的创新思维。

李吉林认为， 这种思维并非传统意义上一味注

重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的逻辑思维，并非追求统一

答案的定向思维，教师应引导、鼓励儿童想得远些，

想得快些，想得与过去不一样，想得与别人不相同。

她创造性地提出 “要给孩子一个宽阔的思维空

间” 的教育主张。 在她的心目中， “宽阔的思维空

间” 就是可以随意地想， 甚至可以想入非非， 想错

了也无妨， 不受约束， 没有规定， 不需剪裁， 唯有

这样， 才能促使儿童无拘无束地思考。

她说， 儿童思维空间的 “宽” 与 “窄” 与教师

的主导思想紧密相连， 所谓某老师把学生教 “活”

了， 某老师把学生教 “呆” 了， 这是与教师提供思

维空间的 “宽” 与 “窄” 相关的。

情境教育创设的 “优化的情境” 具有和谐的美

感、广远的意境以及情感的驱动，因而它成为最适宜

儿童展开幻想的思维空间，凭借情境激起的想象，儿

童可以“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在臆想中揣摩，在

幻境中创新，创新思维也就从中得到了锻炼。

美国心理学家阿里克森认为， 任何领域里天才

的产生都是本人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任何人在自

己感兴趣的领域中经过

10

年时间的训练，都可以有天

才般的表现”。 李吉林从天才成长的“十年定律”中得

到启示，认为训练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必由之路。

新课改强调用活教材，教活学生，让课堂教学充

满活力。 但李吉林认为， 小学阶段的课程是基础性

的，基础的形成依赖于学生的亲身实践，在实践中体

验，在实践中感悟，在实践中熟练，在实践中提升。 因

而，在把学生教“活”的同时，务必要讲究“实”。

但她所讲的训练绝对不是 “题海战术”。 她说，

我们绝不能将训练和那些单向的习题练习混为一

谈， “训练， 是能力的训练， 说得更明确一些是实

践能力的训练， 实践是创新的基础， 创新是实践产

生的价值”。 在她看来， 实践训练的目标就是为儿

童的创新打下必要的基础。

凭借优化的情境，她给学生设计了观察、探究、

审美、评判、语言等活动，既引导学生用形象思维展

开联想、想象，甚至浮想联翩，又引导学生进行推理

判断的逻辑思维，让学生沉思冥想，通过多样性的教

学手段，让学生在趣中学，在做中学，使得看似矛盾

的“活”与“实”相互交融，相辅相成。

作为中国的文化象征 ， “师道尊严 ” 由来已

久， 但 “师道尊严” 必然导致教师的威权以及随之

而来的儿童主体性的沦丧。 多少年来， 我们所培养

的人才亦步亦趋， 畏首畏尾， 不敢逾越雷池一步，

折射出的恰是这种长期被扭曲的师生关系。

“这虽然不是教师的本意， 但这种有距离、 有

鸿沟的师生关系， 却严重地摧残了学生处于萌芽状

态的创新潜能。” 李吉林深有感触地说， 一个爱学

生的教师应该学会 “宽容、 宽厚、 宽松”。 “宽容

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有了这点精神， 教师就不再是

凌驾于学生之上的知识传授者， 不再 ‘唯我独尊’、

‘唯我独是’。”

她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其一是倾

注期待。 她从 “罗森塔尔效应” 得到启示， 认为教

师倾注的殷切期待会积极作用于儿童的内心世界，

使他们从中汲取力量 ， 进而形成强大的创新驱动

力。 其二是真情交融。 李吉林说， 情感可以在无意

间激活儿童的创新动机， 美好的情感会使人变得聪

明起来 ， 因而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应以情感为纽

带， 让教学充满生命活力。 其三是合作互动。 儿童在

学习活动中相互倾听小伙伴的发言， 从各自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去发现，并在这种互动交往中引发新的

思考。 在这样亲和、互助的环境中，培养起儿童敢于

创新的勇气、乐于创新的热情以及“我能创新”的自

信，这对释放他们的创新潜能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也

为他们日后事业的成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作者系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 南通大学创

造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授）

■

本报记者 王珺

播种

“我不是农民， 却是播种者。” 这

是李吉林的自我定位。

“我1978年入学， 是李老师教改实

验班的第一届学生。” 唐颖颖和班中的

许多同学一样， 至今还记得李老师当

年教给他们的儿歌， 以及跟着李老师

到野外找春天的情景。 她自己也说不

清梦想的种子是什么时候埋下的， 但

因为“喜欢孩子， 喜欢像李老师一样

做个教师”， 从南通中学毕业， 尽管考

过了重点中学的分数线， 她还是选择

了南通师范。 1989年， 她回到母校通

师二附小当了一名教师， 并于第二年

进入学校成立的青年教师培训中心，

幸运地成为李老师的第一批徒弟。

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 李吉林

以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建设跨世

纪优秀教师群体” 的构想， 1990年春，

江苏省第一个以学校为基地的青年教

师培训中心成立了。

现在已是南通市一所小学副校长

的张洪涛当年是个贪玩、 调皮的男教

师。 “参加培训的最初两年， 因为

‘野’ 惯了， 我常常交不齐李老师布置

的作业， 但没想到李老师不仅没有批

评我这个‘后进生’， 而且表扬我已经

交的一些作业。” 培训进入第三年， 李

吉林还提议他担任培训中心的班长，

使他感受到， 李老师不但能充分认识

儿童， 对青年教师也无比了解， “她

从不用行政手段强迫大家做什么， 大

家却都自觉自愿地认真完成”。

李老师的赏识使“长不大的儿童”

张洪涛开始长大了， 开始学着像李老师

一样规划自己的教育人生。 “每一次公

开课、 赛课李老师都亲自辅导， 甚至一

句话怎么说她都演示。 她的主意特别多，

我们有时候有点怕她， 因为她经常会琢

磨出新点子， 推翻本已商量好的方案。

我现在还留有一叠教案纸， 上面密密麻

麻都是李老师用铅笔修改的痕迹。”

青培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个寒假， 唐

颖颖把自己练字的作业交给李老师， 李

吉林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作为小学教

师， 特别是低年级教师， 你的字就是对

孩子的引导。” 她送了一本字帖给唐颖

颖。 “刚工作时， 嗓子哑了， 李老师把

别人送她的西洋参给我， 还给我抄中药

方子， 并教我用嗓子。” 这些温暖的记忆

让唐颖颖体会到李吉林对青年教师的慈

母之爱。

在徒弟们眼里， 李吉林就像个邻家

阿婆， 遇到热闹也爱凑一凑， 看见年轻

人总穿黑色、 灰色衣服， 就直言“不好

看不好看”。

与张洪涛、 唐颖颖那批教师比， 丁

伟算是李吉林新生代的徒弟， 她也珍藏

着李老师反复修改过的一打打教案纸。

有一件事让丁伟难忘。 2003年学校

让她参加市里的一个教学比赛。 由于态

度上不够重视， 比赛成绩不理想。 大家

都说： “不是平时上课挺多的吗？ 怎么

上成这样？” 她当时最不敢面对的是李老

师， “可李老师没有找我， 这件事就这

样过去了。 一个多月后， 李老师找我过

去， 让我备 《装满昆虫的衣袋》， 在校内

展示， 并说： 把这堂课备备好， 上上好，

打个翻身仗！” 原来， 李老师怕她就此消

极， 就此放弃， 以这样看似随意、 实则

用心的方式让她重振旗鼓。 李吉林的包

容换来的是年轻教师对学生的包容 ，

“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 为学生创造机

会、 搭建舞台是我最重要的成长。” 丁伟

说。

李吉林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并不局限

于学校的语文教师， 在李吉林的带动下，

整个学校都沐浴在情境教育的阳光下。

鼓励年轻教师“自信地想、 快乐地

想”， 提醒他们“从学生的角度去想， 研

究针对学生的学设计教师的教”， 在李吉

林的悉心指导下， 数十位年轻教师在各

自的学科脱颖而出， 情境教育的种子得

以在更大范围播撒、 萌芽。

曾经， 上了小学的孙女对李吉林说：

“奶奶， 我发现你像个小孩子， 我喜欢和

你玩。” 听罢孙女的话， 她无比惊喜！ 她

认定这是一种赞誉， “因为儿童说我像

儿童， 大概我是真的有点像儿童了”。

这种“像” 更源于“懂”。 她说：

“我们的孩子， 每日走进学校， 不仅仅是

为明天的辉煌作好准备， 而且也是为了

今天童年精神生活的需要。” 这种“懂”

使她为“小孩子没得玩， 大孩子没得觉

睡” 的应试现实而深深地痛心， 使她无

论多忙， 下课铃响后都要起身看看哪个

教室的门没有打开， 提醒老师不要拖堂。

这场景不禁使人想起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柳斌对李吉林的赞誉： 有情有境导童稚，

无怨无悔见精神。

求索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早一点给

含辛茹苦的母亲带来安定的生活， 以

优异成绩从南通女子师范毕业的李吉

林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 于1956年秋

走进女师附小 （后更名为南通师范第

二附属小学）， 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

师。

她本是爱玩的， 篮球、 排球、 羽

毛球， 样样喜欢， 但“当老师， 就当

好老师， 当孩子喜欢的老师”， 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 她索性搬到学校来住。

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 在荷花池旁读

诗、 背诗； 晚上吃完饭便埋首于灯下，

读教育理论书籍。 她用冷水浴锻炼自

己的意志和体格， 即使是数九寒天，

盆边上的水都结了冰， 她也照样坚持。

1958年， 初尝教师幸福滋味的李

吉林受江苏省教育厅之邀到南京编教

材， 结识了两位搞文学评论的专家，

他们的学识令她仰慕， 也更坚定了她

读书学习的信念。 她向他们借了许多

文学名著， 利用晚上、 星期天的时间

津津有味地读着， 在她眼中， 书里的

世界比南京街头的霓虹灯更绚烂夺目。

1978年初秋， 当她得知自己受邀

携论文参加江苏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

便开始思考写什么的问题。 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 她首先想到小学语文教

师是可以把孩子教聪明的， 便决定围

绕这点来写。 恰在此时， 她从 《光明

日报》 上读到一篇有关“发展儿童智力”

的文章， 这给她的论题增加了一定的理

论支撑。 从一位老师那儿借来一本薄薄

的 《小学生心理特点》， 她便如获至宝，

细心研读、 摘抄。

“我觉得自己就如同最常见的丝瓜、

扁豆， 它们是可以攀援向上的， 但是需

要棚架的支撑， 没有支撑， 只能趴在地

上， 不可能向上攀去， 也就结不起多少

果实来。 此时我产生了用理论支撑我的

经验世界的想法。” 改革的迫切心情催生

了她学习理论的动力， 文学的、 心理学

的、 教育学的、 美学的、 教学论的， 中

国的、 外国的， 甚至古代的， 各类书籍

她都尽力去读。 寒暑假， 她谢绝一次次

外出疗养的邀请， 利用相对集中的空余

时间读书。 她的许多感受、 认识、 主张、

思想， 便来自这种热切而认真的学习和

思考。

在徒弟丁伟的眼里， 李吉林是个学

习家， 从不惮于向名人大家请教。

1980年秋天， 李吉林在一次会议上

结识了 《给教师的建议》 的译者杜殿坤。

当时杜教授鼓励她“应该形成自己的小

学语文教学体系。” 此后每次去上海， 她

都会去拜访杜教授。 “杜老师的谈话中

总是强调儿童发展， 所以我逐渐形成了

‘一切为了儿童发展’ 的理念”。 他指导

李吉林将情境教学发展为一种“发展性

的教学”。 在1986年完成的 《情境教学实

验和研究》 一书中， 李吉林将“情境教

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 作为一章进行阐

述。

杜殿坤常向李吉林介绍一些国外的

教改前沿信息， 读了杜推荐的有关“场

论” 的文章， 李吉林的思想便不断发酵，

悟出自己在课堂上创设的情境实际上就

是一个“场”，以此为认识基础，经过十年

的研究和实践感悟， 1996年提出情境教

育基本原理之一的“心理场整合原理”。

向书本学习、 向专家学习、 向实践

学习， 李吉林不仅读， 而且写， 她写随

笔、 散文， 写论文、 专著……厚重的理

论成果渐渐成为这位在教改路上孜孜求

索的小学教师站在讲台上的独特背景。

令人惊叹的是， 这些文章大多是李

吉林50岁以后写的。 “那时候写文章，

也不知道要评职称， 只是觉得工作做一

段， 就应该总结。” 为了写这些文章， 她

常常夜以继日， 有时连春节也不休息。

夏天， 家里没空调， 就搬个小凳子， 坐

到门口有风的地方写； 冬天脚冷就用玻

璃瓶灌上热水放到盒子里暖脚。

李吉林说： “对儿童的爱使我不怕

吃苦、 不怕麻烦， 意志使我体验到作为

人的一种力量。”

在这种自觉的钻研中， 情境教学的

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 面对新世纪基

础教育的挑战， 李吉林又大胆提出了情

境教育的构想。

李吉林说： “对儿童的爱使我不怕吃苦、 不怕麻烦， 意志

使我体验到作为人的一种力量。”

“我不是农民， 却是播种者。” 这是李吉林

的自我定位。

李吉林说：“其实教师也是诗人， 教师的诗是

写在学生心田里的明天的诗。 ”

李吉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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