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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花白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穿着
蓝色格子衬衫、米白色长裤和浅灰色布鞋，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卢乐山先生，显得那么
淡雅和朴素。见到有些拘谨的我，卢先生
热情地招呼说：“不用换鞋，到书房坐下，坐
下吧。”

先生的和蔼可亲，顿时让我忐忑不安的
心平静了下来。先生精神饱满，怎么看都不
像百岁老人，倒是采访期间时不时响起的电
话铃声，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亲朋好友向
卢先生祝福生日时，又时时在提醒我，再过
几天的 6 月 15 日，卢先生即将迎来百岁
华诞。

“不年轻啦，上次 95 岁时他们给我祝
寿说我要活到 100 岁，我现在真的活到了
100岁，很知足啦。”卢先生微笑着说。

100年，一个世纪，卢先生始终与幼儿教
育相伴随，见证中国学前教育成长和发展。

“幼教梦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卢乐山先生出生于教育世家。她与幼
儿教育结下的不解之缘，首先受家庭的影
响。祖父卢木斋（卢靖）、外祖父严范孙（严
修）生于清朝末年，他们的“教育救国”理
念，主张改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对年幼
的卢乐山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卢乐山的记忆里，由于祖父和外祖
父集中全部家产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乃
至大学，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卢氏幼稚
园和严氏幼稚园学习。

“外祖父喜欢跟孩子们玩耍，有时也教
我们娃娃游戏，时不时还编个歌谣，弄个九
九消寒图，讲些故事。母亲是严氏女塾和
保姆讲习所的第一届学生，她常常弹钢琴
教我唱儿歌。”卢乐山回忆起儿时，语气中
有一种历经岁月的自豪。

但忆起对祖父的印象，卢乐山可没那
么快乐了。尽管祖父伴随了她 32 年的成
长，但卢乐山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敲得“咚
咚”响的拐杖。祖父作为一家之长喜欢“训
话”，小时候的卢乐山特别爱哭，家里人总
是拿祖父吓唬她。所以，只要一听到拐杖

“咚咚”声，就知道是祖父来了，她赶紧强忍
住哭声。长大后，卢乐山一听到祖父的训
导，总是很紧张。从那时起，卢乐山也切身
体会到，恐吓和吓唬对幼儿教育是最要不
得的，要和孩子亲密一些。

在卢乐山生活的大家庭里，还有三个
姑姑是教师，其中两位还做了木斋学校以
及改名后的天津24中校长。

在祖辈的“教育梦”和家庭浓郁的教育
氛围影响下，卢乐山后来考入燕京大学教
育系本科，并将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主修。

在卢乐山看来，自己学习幼儿教育，那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子承父业一样，
责无旁贷。

“幼儿教育可不是婆婆妈妈的
事儿，它是一门科学”

在有些人眼里，幼儿教育就是一些婆
婆妈妈的事儿，让孩子吃饱饭、睡好觉、不
摔跤就行了。大学毕业前夕，立志要去幼
稚园工作的卢乐山也遭到身边一些朋友的
非议：“当幼稚园教师？那是保姆干的事。
你这大学生岂不是大材小用？”

听到这些论调，卢乐山特别反对：“幼
儿教育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
仅仅游戏是教育，小孩吃饭、睡觉、洗手都
是教育。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

为了弄清楚这门科学的真谛，卢乐山
在天津木斋学校、北京协和幼稚园工作一
段时间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后来还远赴重
洋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1950年卢乐
山回国，两年后就担任了北师大学前教育
专业首任教研组主任。那年，她才35岁。

除了正常的行政事务及教学工作，教
研组还要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卢乐山回忆
起那段日子依然内心充满感激。为了做到

“系统学习、具体帮助、实际锻炼”，她和教
师们除了在大学讲课外，还要下园（幼儿
园）做教学工作和实习指导，到农村、街道、
工厂进行实践锻炼。在那段匆忙的岁月
里，卢乐山所在的学前教研组全体教师还
系统学习了苏联的《幼儿教养员工作指

南》。1954 年，教育部幼教处专门委托卢
乐山携教研组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幼儿园
教育工作指南》。5万字的“总编”部分，卢
乐山亲自撰写，对幼儿园教育工作的任务、
手段、内容、保障机制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界
定。她主张，幼儿园也有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等各项教育任务要求，但不是靠抽象
的理论知识来学习，而主要是通过教学游
戏、活动性游戏及表演游戏等来达成。

儿童游戏一直是卢乐山关注的重要领
域。儿时的卢乐山在幼稚园学习时，就经
常参与玩麻线球、堆积木、猜谜语的游戏；
自己做了幼稚园教师后，又增加了一些自
由游戏的时间，让那些到园早、离园晚的孩
子玩小积木、拨珠子，做“唱游”故事表演。
后来在大学做了学前教育教授，她指导首
批硕士刘焱完成的学位论文就是《幼儿游
戏的研究》。卢乐山发现，通过游戏，孩子
们练习走、跑、跳跃及攀爬等基本动作，感
官得到了积极活动，他们的语言、思维、想
象、注意力等提升很快。

卢乐山在游戏活动中观察到，孩子们
在玩商店游戏、娃娃家游戏、乘汽车游戏
中，他们也在随机认字，但如果拿着一本书
叫孩子们枯燥地认字时，他们就不乐意
了。比如，看到红色，老师让小孩子轻松地
认识了“红”，而不是写个“红”字让他们念

“红红红”；分辨事物的大小，拿个苹果和小
豆豆比大小就可以，而不用老师在黑板上
写个“大”，就念“大大大”。

“要通过掌握孩子的认知规律，形成与
幼儿园相适应的教法。”直至今天，卢乐山
仍强调这一点。《通过自我服务培养四岁幼
儿的独立性》《通过游戏培养四岁幼儿互助
友爱》，这两个课题都是 20世纪 60年代初
卢乐山和北师大幼儿园教师合作完成的。

“以前，孩子们入园前不会脱衣服、不
会叠被子，玩具也乱放。经过教育，他们不
仅自己会做了，有时还主动帮助别人，替小
弟弟小妹妹做事。”卢乐山看到了幼儿教育
背后孩子们的喜人变化。

“尊重儿童、研究儿童，促进他
们主动发展”

但令卢乐山痛心的是，现在有些幼儿教
育并没有遵循孩子的身心成长和认知规律。

比如，幼儿园“小学化”问题。有些家
长认为，孩子早点将小学阶段需要掌握的
知识学会，他们以后的学习就会变得轻

松。但卢乐山通过实验发现事实未必如
此。“检验孩子能否升入小学的标准，应该
重在考察孩子语言发展得怎么样，说话表
达是否准确清楚，是否有想象力，而小学教
师常常对小孩子考知识性问题，这本身就
是矛盾的。”并且，卢乐山指出，幼儿园“小
学化”本身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小
孩提前学习了该学的内容，到了小学后反
倒觉得学习没意思，老师教的都会了，这样
容易让孩子养成不专注、不爱听讲的习惯，
最后的结果只能事倍功半。

因此，在许多场合，卢乐山针对存在的
“幼小衔接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小学
应按照幼儿园的情况来做工作，根据幼儿
园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幼儿园
去追小学的要求和进度。

“现在恰恰弄反了，小学要求高，幼儿
园就拼命追，这样做不对。”卢乐山发自肺
腑地说。

“尊重儿童、研究儿童，促进儿童主动
发展。”2010年，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95年
园庆时，卢乐山为幼儿园的题词，正是她一
生追寻的幼教理念的真实表达。

卢乐山敢于直言，有时简直是一针见
血。针对现在有些幼儿园在办蒙台梭利班，
作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国内系统性传播的

“第一人”，卢乐山心里十分清楚，有些只是
形式上在做，但是否领悟到了精神实质，这
是个大问题。“有的班只是套个牌子就高收
费，教具也还比较新颖，家长认为这就是好，
所以拼命往这个班送。”

卢乐山对蒙台梭利教学法是比较熟悉

的。作为第一批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生导
师，她让学生陈伊丽选择的论文题目是《蒙
台梭利教育研究》。1985 年，卢乐山出版
了专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

在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卢乐山一直
呼吁，我们对于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借鉴
不能仅仅学点皮毛，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模
仿。她说，蒙台梭利教育是要孩子通过这
些成系列、由简单到复杂的玩教具进行重
复学习，然后进行创造，教师主要起促进和
辅助作用。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反
面：有些教师只知道按部就班使用和模仿，
导致孩子一天到晚摆弄这个玩具，却不知
道在合适的时候进行引导、点拨，激发他们
的创造。

“孩子主要是鼓励他们自己玩，但每个
小孩都有自己的进度，教师要按进度进行
教育。”卢乐山语重心长地说。

看到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幼儿教育，家
庭、社会也都清楚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但卢
乐山也会提出一些忠告：尽管现在家长很
重视孩子的教育，不像过去随便拉扯大算
了，但也要得法。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要
盲目跟风。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
成为什么样子，而不是孩子本身可能成长
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容易马上解决，还需要
我们在学习中成长。”卢乐山对此直言
不讳。

“现在社会发展太快，我怕跟不上”

尽管70岁时卢乐山从北师大退休了，
但她一直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06年，
89 岁的卢乐山参加了蒙台梭利教育国际
研讨会；2012 年，95 岁的卢乐山从教育部
网站下载了《3-6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

（征求意见稿）逐字进行修改，将意见转送
到教育部。当大家钦佩于卢先生对幼儿教
育的执着和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时，她谦
逊地说：“我当做学习啦，现在社会发展太
快，我怕跟不上。”

然而，卢乐山先生在新生事物面前，与
年轻人相比毫无逊色。问起卢先生的晚年
起居生活，她乐呵呵地笑着说：“我属于‘没
肝没肺，能吃能睡’的人。在我的生活中，
离不开的是‘三电’，电脑、电话和电视。”

卢先生说，现在腿脚不那么方便，也不
敢像过去那样下楼去锻炼，但会在家里按
按摩、做做腹式呼吸、吸吸氧，身体也就舒
服多了。家里也会经常有学生、朋友来串
串门，自己也常与远在美国的儿子孙子们
打打电话，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不寂寞，
也不闭塞。

令记者惊讶的是，卢先生用 IPAD（平
板电脑）也是那么熟练。她笑着说，看到年
轻人用 IPAD，怕跟不上时代，也让儿子给
买了一个，现在用它看新闻、发微信、收看
电子邮件，方便得很。马上要过百岁生日
了，她还向记者透露，4个侄女这几天一直
通过微信视频为自己挑选背心和衬衫。

卢先生还是一个游戏潮人。有时候
看书看累了，她就到台式电脑前玩“蜘蛛
牌”游戏。有时候中午吃完饭先摆会儿牌
再去休息；邀约的朋友还没到，也先在电
脑前摆上几次。“前段不少人送材料给我
看，腰累得不行，玩游戏就这么半躺着玩，
全当是休息了，还可活跃大脑思维。”卢先
生笑着说。

当采访结束记者向卢先生致谢时，她
摆摆手说：“我耽误你的时间了。尽管这些
天来看望我的人很多，有点累，但还是喜欢
聊天，这样我自己也变得年轻了。我还愿
意跟小孩子在一起，看他们发展得多快。”

在卢先生家的客厅里，邻居家小朋友
正拿着水壶为盛开的蝴蝶兰浇水。“浇吧浇
吧。”卢先生笑眯眯地说。一会儿，小男孩
蹦蹦跳跳地跑到茶几旁，看到有个铁制糖
果盒，家长正制止他打开时，卢先生笑笑
说：吃吧，吃吧，糖果就是为小孩子备的。

有着一颗童心的卢先生，注定与幼儿
教育结下一辈子的情缘。

“博学慈幼、正蒙笃行、幼教先驱、杏坛
垂范”，与卢先生道别后，我脑海里不由自
主地浮现出这样几个字。
（光明日报记者罗容海对本文亦有贡献）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幼儿教育
的拓荒者。她出身教育世家，祖父
卢靖和外祖父严修都是近代赫赫有
名的教育家，在北京、天津等地留下
了许多学校、图书馆等教育机构。
其中佼佼者天津南开中学、木斋中
学经历近百年，至今仍弦歌不辍、泽
被后人，是近代教育转型发展历史
上活的见证。

受祖辈的影响，卢先生把自己的
根扎在教育领域，把自己的魂安放在
学校和学生中间，把自己的全部身心
献给了幼儿教育和儿童事业。一百
年的坚持，一百年的风雨历程。

卢先生曾经办过多所幼儿园，
做过多年幼儿园教师，也做过小
学、中学、大学教师，带过研究生，
她的可贵之处是始终坚持在教学
一线，重视实践的探索和积累，以
既要有理论水平又要能解决实际
中出现的问题来要求自己和培养
身边的青年教师。作为一名大学
教授，她长期担任北师大学前教育
专业教研组主任，但从来不脱离幼
儿园，坚持任何理论的探索都要与

实践相结合。20 世纪下半叶，卢先
生带领教研组教师做了许多课题
和实验，同时又不断把教研室的教
师送到专业院系培训和学习理论
知识。她在理论上有许多的建树，
在引领实践中先人一步，这种“多
下园”的传统，至今仍具有指导和
引领意义。

卢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体现了极
为完整的体系和极其宏大的视野。
主编《幼儿教育工作指南》，致力于
儿童游戏研究，开创性地重新介绍
和引入蒙台梭利教育思想。20世纪
80 年代后期家庭教育问题突出，她
接着研究更长时段的家庭教育，也
关心 0-3 岁幼儿的健康成长与发
展，以期完整地推动幼儿教育研
究。她的学术视野是极其宏大而通
达的，她早年留学加拿大又学习苏
联，但从不盲目迷信或者排斥，总是
辩证理性地看待两者的优劣，以期
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她重视当下
前沿又不忽视历史智慧，晚年还执
着于张雪门行为课程的推介和研
究。我至今犹记得六七年前，中国

教育学会召开“蒙台梭利与中国文
化之融合”的教育论坛，已经 90 多
岁高龄的卢先生兴致勃勃地前来人
民大会堂参加，指出蒙台梭利必须
与中国的实际相融合，但前提是要
把握蒙台梭利的精神和实质，用发
展的而非静止的眼光看待蒙台梭利
教育，在不偏离教育思想的基础上
积极发挥创造性，这种宏大通达的
学术视野，当是大师成长的必备
基础。

卢先生作为解放初期留学归国
人士，放弃当时国外优越的条件，投
身祖国搞建设，这是多么强烈的一
种爱国心。卢先生长期参加许多社
会活动，数十年义务为我国儿童妇
女事业奔走呼吁、至今不息。她晚
年为儿童事业和各种慈善事业做捐
赠，乐此不疲但不让外人知。她淡
泊名利，却对晚辈无微不至，关爱
有加。

我们永远感激恩师，并祝先生
百岁华诞生日快乐，永远青春，健康
长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卢乐山，1917年6月15日出生，北京师范大学首任学前教育专
业教研组主任，首批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系统介绍蒙台
梭利教育思想“第一人”，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重要奠基人。代表作
有《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卢乐山文集》《卢乐山口述历史：我与幼
儿教育》等。

◉我的教育人生

卢乐山：一辈子，为幼教
□□本报记者 吴绍芬

新中国幼儿教育的拓荒者
□□顾明远





































 

卢乐山（前排右一）与严家表兄弟姐妹们合影

晚年的卢乐山在弹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