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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来自中国的教育学者，一个是来自乌克兰的教育学者，跨越了地理
的界限，对儿童的热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日前举办的2017明远教育论坛
上，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与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
教育科学院教科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卡娅进行了一场“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对话。

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
把心灵献给孩子

□本报记者 康 丽

他写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是经
得起时空检验的教育著作，他倾注了巨大
心血的帕夫雷什中学成了享誉世界的“教
育圣地”，他的教育思想超越了国界，在各
个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说他
是中国教师接受程度最高的外国教育家，
毫不夸张，他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11 月 25 日，2017 明远教育论坛在北京
大学附属小学拉开帷幕，北京师范大学资
深教授顾明远与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的女儿、乌克兰教育科学院教科院院士苏
霍姆林斯卡娅围绕《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本书，进行心灵对话。

环境的叛逆者：从“学生”到“孩子”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在苏霍姆林斯
基的著作里占有独特地位，不仅是苏霍姆
林斯基的代表作，更是他一生的写照。谈及
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感受，顾明远用了两
个词“非常震惊”“非常感动”。

“以前，我们总是说，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但什么是爱，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答
案，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了让
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时任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顾明远开始组织大
家翻译这本书，包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
议》。

但这本影响者众的著作面世过程并不
平坦。谈及这本书的创作历程，苏霍姆林斯
卡娅提到，这本书的创作源于苏霍姆林斯
基对当时教育环境的“叛逆”。“他非常不喜
欢当时的教育环境，不喜欢那个时候教育
人对于孩子的态度。他特别反感为什么我
们的教科书和教育人当时只说我们的学
生，从来不说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不仅仅
是学生，孩子能代表和反映出一个完整的
精神世界。所以，他用这本书写下他对于教
育和孩子的理解。”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官方的教育
学是凯洛夫的理论，关注教师的教是主流
意识形态，为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反其道而
行之，以儿童视角关照教育，在女儿苏霍姆
林斯卡娅的回忆里，这首先源于苏霍姆林
斯基个人对于教育的理解。尽管苏霍姆林
斯基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很好，曾经在卫国
战争中负过伤，身体里长期存留着两块弹
片，但身体的病痛和当时乌克兰秘而不宣
的大饥荒，让他深刻感觉到生命的不易。

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
子》的著作里，他记述了自己晚年期间与一
个班31名学生朝夕相处的平凡岁月，这些孩
子都是战后儿童，要么家庭是残缺的，要么
父母是残废的。这样以儿童视角创作的教育
著作在乌克兰遭受了冷遇，没能得到出版，
只能在东德出版。直到苏霍姆林斯基去世
后，他的这部著作才获得了苏联功勋奖章。

“与当时的教育学者不同，苏霍姆林斯
基不是简简单单地把知识教给孩子，而是
带领孩子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特别是走
向大自然，在大自然里培养学生的健康
心灵。”顾明远认为，苏霍姆林斯基给他最
大的感受是，要充分认识孩子的能力，要相
信孩子。

理解孩子的心灵：从“看到”到
“看见”

“心灵”不仅是苏霍姆林斯基关注的主
题，也是本次对话的关键词。谈及对心灵的
理解，苏霍姆林斯卡娅在父亲留下的档案
里发现了《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手稿，
让她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学校里有教学
大纲，有课程，有带着知识来到学校进行教
学的教师，也有学校的制度，但还有教师的
心灵，这是一个活的人的心灵。这个心灵就
像每一个父母那样关注孩子每一个变化了
的眼神、每一个迈出的步伐。为此，她专门
把这段话放在了新版《把整个心灵献给孩

子》的序言里。
“什么是孩子的心灵，我的理解就是一

个人的精神世界。”在顾明远看来，立德树
人就是要首先培养学生的精神世界。他特
别提及最新的脑科学研究证明：人的精神
世界发展是有关键期的，尤其是 0到 2岁，
所以父母要不断地与孩子进行各种交流。
所谓培养心灵，就是培养孩子的情绪、人
格、精神世界，关注孩子精神世界的丰富和
发展。因此，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到现在依
然有现实意义。

2017明远教育论坛的主题是“面向未
来的课堂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如
何落实“把心灵献给孩子”，不仅是对话的
焦点，也是许多教师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苏霍姆林斯卡娅提到理解孩
子心灵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看到”“看
见”。“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但看见孩子却不
那么容易，因为看见孩子包括看见孩子的
内心。比如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一个孩子打
瞌睡，这是看到，但还要看见他打瞌睡背后
的原因。”苏霍姆林斯卡娅认为，作为教师，
应当看见每一个孩子的不同点，在课堂上
应该了解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智力水平和
能力水平，由此在提问题或布置作业时，在
他们没有察觉时有所区别。教师应当关注
每一个孩子自己的提升和进步，或许有些
反应慢的孩子的回答并不能让教师满意，
但教师的表扬比回答问题本身更重要。

“怎么在课堂上真正关心每一个孩子，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看到表面现象，还要
看到现象背后的一些原因。师生关系的构
建非常重要也很微妙，教师的一个眼神、一
个举动都能体现出对学生的态度。我们在
课堂上要关心每一个孩子的表现，要真正
看到每一个孩子的变化。”顾明远特别提及
自己两个月前的一次听课经历，那是一节
语文课，授课教师一节课对一个孩子提问
了 8 次，而坐在顾明远旁边的孩子既不举
手也没被提问，“仿若空气”般存在。“这节
课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可否认，大班额在许
多地方都存在，60个孩子教师可能照顾不
过来，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
确实应该关心每一个孩子，发现每一个孩
子的一举一动。”

对此，苏霍姆林斯卡娅深有同感：“苏
霍姆林斯基提到的看到和看见的问题，这
是教育家的责任，作为教师的我们可能做
不到一个人能把60个人都看全，但是看见
每一个孩子的信条是每一个教师都应当努
力去完成的，在特殊的条件下也应当去努
力发现。”

适应时代的挑战：从知识到思维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教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信息技术
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理解苏霍姆林斯基
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种论述在今天
又有什么新的意义？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现在的教育变得
更加复杂，这一点在乌克兰也一样。在掌
握信息技术速度方面，孩子们要比我们
快，这时就可能是孩子教教师、教父母了，
这种变化自然就影响到孩子与家长、孩子
与教师之间教与学的形式。”在苏霍姆林
斯卡娅看来，苏霍姆林斯基和其他教育家
实际上也注意到这一点。在孩子的思维刚
刚起步甚至还没起步的时候，父母就应该
注意把非技术操作层面的东西尽早传递
给孩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些非技术
的因素，那些情感的东西，才能使孩子成
为真正的人”。

“新技术对教育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
战，我们怎么能够让学生适应这种瞬息万
变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顾明远认为，知识是容易忘记
的，但思维方式不会忘记，不是把知识的习
得作为终极目标，而是在习得知识的道路
上不断提升思维品质，这是新时代对师生
的学习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从这个意义上
说，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思维、关于学习的思
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意义。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曾经“非主流”的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在今天的乌克兰
已经成为主流，苏霍姆林斯基创作的《做
人的故事》已经被官方编进了小学低年级
课本，1200 多个小故事隐藏着极大的魅
力，充分调动着孩子的思维。而小故事进
教材的一个延续性成果，是乌克兰的许多
教育者让孩子讨论这样的小故事，然后仿
照着去编写这样藏着问题的小故事。“这
是一种非常好的唤醒孩子思考的学习方
式和教学方式，有儿童哲学的味道。”苏霍
姆林斯卡娅说。

2018 年是苏霍姆林斯基诞辰一百周
年，这个日子不仅是乌克兰的节日，也是世
界教育人的节日。对于苏霍姆林斯基的研
究和纪念，中外国家都在开展许多活动。

对于国内众多的苏霍姆林斯基粉丝，
苏霍姆林斯卡娅特别赠予中国教师这样一
句话：“这句话是苏霍姆林斯基在回答一位
教师来信时说过的：我们把心灵献给孩子，
那把什么留给自己？我希望大家要想想这
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同
时，我们不该留有铁石心肠和怨恨的心理，
我们自己也会剩下一个这样完整的、善良
的、满足的心灵。换句话说，请大家热爱自
己的职业，不要认为这是牺牲。

日本：政府要求幼儿教育
保证质量

据日本《产经新闻》官方网站报道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逐步推进包括保
育在内的幼儿教育无偿化。虽说在如
何确保财政来源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
题，但是这项措施确实能够减轻家长
负担，因此得到了许多家长的支持。但
是，幼儿教育无偿化后就什么问题都
解决了吗？

在日本，宪法保障义务教育无偿
化，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费用则由家
庭承担，因此，在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
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关于高等教育无
偿化，日本现在才刚刚开始讨论。而关
于幼儿教育无偿化，日本政府已经制订
了相关方针，并开始阶段性地推进实
施。目前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财
政来源。

之 前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发表了 2017年版“从图表看教
育”，对与教育有关的各种数据进行了
比较和分析，从而为各国制订教育政策
提供参考。根据“从图表看教育”中幼儿
教育在学率数据，2015年日本 3岁儿童
的在学率是 80%，而OECD的平均值是
78%，4 岁儿童的在学率是 94%，OECD
的平均值是8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和技术
委员会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谢尔在

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指出，应该尽快
在幼儿教育领域积极投入公共资金，
真正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不只是照顾孩
子，还要注意培养孩子的社会情动性
技能和认知能力，为此，也要保障优秀
教员的数量。

关于儿童社会情动性技能，换一种
说法就是“面对学习的能力”，对此，
OECD 和模拟考试教育综合研究所进
行了共同研究，并于 2015年 3月在东京
举办了研讨会。当时在会上，日本白梅
学园大学教授无藤隆指出，社会情动性
技能即是指“对某事持有兴趣并愿意集
中精力不断挑战的能力”。根据 OECD
的定义，就是“与认知能力相互结合，保
持一种兴趣，自己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学
习，并且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最终能够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修订的
新幼儿园教育要领（2018 年全面实施）
中，关于“幼儿期结束之前应该培养的
资质·能力”包括：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自立心，协同性，道德性·规范意识的萌
芽，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思考力的萌芽，
与自然的关系、对生命的尊重，对数量、
图形、标志、文字等的感觉，语言表达能
力，丰富的感觉和表现。

进入小学后，孩子可以通过以生活
科为中心的“初始课程”与各科学习顺
利衔接起来。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幼儿教
育，最重要的是在新幼儿园教育要领的
指导下，修订保育所等的保育方针，并

能够切实执行。与此同时，还要提供优
越的教育环境，不断提高保育人员的资
质和能力。 （吴倩）

俄罗斯：所有学校开设财
政常识普及课程

据俄罗斯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财政
部副部长阿列克谢·拉夫罗夫在日前召
开的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国际论坛
上提到，俄罗斯计划在所有学校的高年
级学生中实行财政常识普及项目。

早前就有报道，从 2016年开始，在
高年级学生中普及财政常识这一项目
将以试点形式在巴什基尔共和国、阿尔
泰边疆区和彼尔姆边疆区实行。阿列克
谢·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财政部已制
定了相关计划，虽然项目不大，但对于
普及财政常识来说效果显著。他介绍
说，目前已经完成了相关课程、模块的
开发工作，并打算将其纳入教学大纲。
课程已经在分别位于俄罗斯三个联邦
主体区的十多所学校中完成了实验。目
前的主要工作是将其作为基础教育模
块纳入所有学校的常设课程中。

根据阿列克谢·拉夫罗夫的说法，
这一项目在学生中反响强烈，极大地
引起了他们对税收信息和预算规划的
兴趣。有理由相信，当学生能够行使选
举权时，他们一定会积极地参与到预
算过程中。 （沈芝瑶）

大连·上海·天津·重庆·武汉·镇江·洛阳·鄂尔多斯·平顶山·义乌
荆州·西安·淮安·平湖·潍坊·盐城·湖州·海口·梁平

枫叶国际学校校长等招聘

枫叶教育集团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校办学机构。
1995年创建以来，秉承“中西教育优化结合，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致力于不
分种族、肤色、国籍，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一流教育服务，形成集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幼教、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多层次高品质的国际教育体系。22年来，已在中
国大连、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洛阳、西安、潍坊、海口和加拿大温哥华市、甘露市
等国内外20个城市开办75所枫叶国际学校，在校生规模突破26000人，中外籍教
职员工4000多名。今天，已有19届1万多名高中毕业生从枫叶走向世界，超过50%
的毕业生被全球百强名校录取。

www.mapleleafschools.com

一、招聘职位

1. 总校长 2. 英语中心主任 3. 教导、教务主任
4. 招生办主任 5. 各校区优秀教师

二、任职条件

1. 本科（含）以上学历，3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公立学校或大型民办学校经
验者优先

2. 爱岗敬业，事业心强，具有忠诚奉献与开拓精神
3. 有较强的执行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枫叶团队

1. 有梦想、有活力的中外教育团队
2. 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会
3. 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体系

四、应聘方式

应聘材料发送邮箱至：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0411-87906577 刘老师

动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