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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召开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还原作为教育家的朱自清
□本报记者 康 丽

让更多教育家从大地里让更多教育家从大地里““长长””出来出来

相信教师的潜力，就是相信种子的力量。不要让“名师”成为揠苗助长的无根基速成品，不要让设计出的“教育家”成为转瞬即逝的昙

花，必须回归培养优秀教师、教育家的逻辑起点和路径：深沉的爱、广博的土壤和自由的空间。

“孩子，你再不好好学习就送你到

豆各庄中学读书去。”

前些年，说这些话的家长对学校

的印象已经习以为常，孩子们听到这

些话也见怪不怪。

但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时，内

心掠过一丝酸楚，更多的是不甘。后

来，我从北京中学副校长的职位离开，

到朝阳区豆各庄中学做校长。短短两

年时间里，这所在人们心中的薄弱校

成为“北京市教改领军学校”“北京市

传统文化实验学校”“朝阳区中考质量

优秀校”。而且，学校有30多位教师竟

然拥有 1个国家课题、7个北京市立项

课题和多个区级立项课题。

到底是哪些“奇招”“妙招”改变了

这所学校的生态？重塑了这所学校的

形象？

其实，一切都要回归到“本”、回

归到“源”上。既然豆各庄中学的学

生家长基本上是外来务工人员，我首

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教育中让孩子

感受到温暖和尊严，这比给学生什么

稀罕资源都重要得多。由此，我开启

了“田园学校”的办学旅程：用优美的

晨诵开启每一周的校园生活，用每天

阅读名著半小时种植美好的“种子”，

用田园课程促进内涵发展，用丰富活

动营造自由发展的肥沃土壤。因为

学校为孩子们创造了生命舒展的田

园，所以他们心存光亮和对未来的美

好期望。

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一份良心活，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

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我

总是对师生们说：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教师，在我眼里就是散布在每所

学校的种子，生长于中国大地，栖息于

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相信教师的潜

力，就是相信种子的力量，要相信他们

最终会成为大自然的独特风景，成为

有个性的优秀教师。

作为校长，应该为教师提供广博

而自由的成长土壤，使教师充分汲取

养料，人人尽展其才，向着优秀和卓越

的方向迈进，乃至于成为群星璀璨的

教育家，这是学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承担的使命之一。

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是《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初心”。马

克思说，未来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形式”，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

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

最 全 面 的 发 展 的 这 样 一 种 经 济 形

态”。只有在那里，“个人的独创的和

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

在教师培养中，我们只有致敬广

博而自由的大地，尊重教师的个性，秉

持全面发展理念，营造适合教师自由

呼吸的土壤，才能使优秀教师涌现出

来，为教育家的“顺产”奠定厚实基础。

当前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教师

培养，出台了许多“名师工程”“教育家

工程”等，这些举措对推动教师队伍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何不让

“名师”成为揠苗助长的无根基速成

品，不让设计出的“教育家”成为转瞬

即逝的昙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换言之，我们涌现出的名师和教

育家，应该是从大地里自然“长”出来

的，而不是“人造”出来的。陶行知、夏

丏尊、晏阳初等穿越历史时空的真正

教育家，是自己从大地里“长”出来的，

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打造出的供人围

观、汲汲于浮名实利的赝品。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培养优秀教

师、教育家的逻辑起点和路径是一样的：

深沉的爱、广博的土壤和自由的空间。

让教师成为有“文化之根”的
中国人

站立在中国大地上的教师，要有深

沉的爱，需要熟悉自己脚下土地的属性

和文化之根；儒释道等众多的流派汇聚

成泱泱中华文化之河，在这其中强调

“担当和责任”的入世精神，应该成为教

师和有志于成为教育家的优秀教师的

人格支撑。教师工作的繁重和琐碎、教

育对象的千差万别、家长素质的参差不

齐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高期待等种种

因素，使得教师职业不是风花雪月般的

娇贵，而需要面对真实的、矛盾的现实

生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我们强调的爱岗敬业，除了职业

规范的约束外，如何让教师真正从内心

认同、喜爱自己的职业，对于职业有生

命的敬畏，而不是一味用外在的制度和

纪律来规训，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冰冷枯燥的灌输说教是无力的，学校

要从“立人、立德、立功、立言”角度，开

设“优秀传统文化讲习班”，引领教师

学习儒家的担当精神，让教师生命在

平凡岗位上发光，让每个教师成为热

爱本职工作的闪亮星星。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对于

教师来说，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中寻找我们“安

身立命”的根本，进而审视我们当下所

处的环境，是立命之本。

教师需要内心安宁、心境平和，拥

有立足本职工作的“温和而坚定”的韧

性，需要不抱怨和执着投入的坚守。

这难道不是沐浴文化之光、“素其位而

行”的崇高吗？

教师如果没有对生命价值的正确

认知和态度，仅仅是有高学问、高学历

和高名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

学生又有何益？

让教师成为有“文化之根”的中国

人，热爱民族文化和脚下的土地，是应

有之义。正如诗人艾青所说的“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

培植教师主体实践的
自由土壤

每位教师是学校的生命主体，也

是自我生命的主体；尊重教师的生命

个性和教育实践的自主权，是教师个

性化成长的前提。不可否认，一些学

校和校长从教师成长的角度“用心良

苦”地包办代替，实在有违作为“个体

自由人”的成长规律。我们倡导教师

的教育生命叙事，就是要让每一位教

师都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故事。因为它

契合教师的内在生命需求，所以每个

教育故事都不一样，呈现了异彩纷呈

的“百花齐放”之势。从教育定位来

说，教师中有擅长班主任工作的，有喜

欢从事学科教学的；即便是班主任工

作，有人喜欢与学生谈心解开疙瘩，有

人善于与家长沟通解决困难。就是在

学科教学中，有的教师喜欢课堂教学，

有的教师沉浸在课程实践中；即便是

课堂教学，有人采取活动式，有人采用

谈话式。再从教师的成长喜好来说，

有的注重实践，有的注重反思。学校

要尊重教师的主体性，让教师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职业生涯的规

划；而不是用“统一的模板进行塑造”，

最后展现校长心目中“预设”的那个好

教师的“框架”。学校不是校长的“私

货”，而是全体教师的“民主社会”。

尊重教师的生命主体性，倡导教

师自觉、自主和自治，每位教师可以通

过自我定位、自我规划职业成长的途

径和方式，最终绽放属于自己的灿烂。

对于教师成长还要有等待之心，

不是三年一个“骨干”、五年一个“带头

人”的急功近利。真正的好教师和教

育家，需要“静养”，需要有“教师，你慢

慢来”的从容心态，而不是通过杀鸡取

卵的“政绩工程”得以实现。

营造整体育人的
发展空间

学校是一个立德树人、互相联系

的整体，教师的成长和发展需要建立

一个整体概念，类似于“全人教育”的

理念。这样，教师才能把学科教学放

置在学校教育的“背景”观照下；否则，

教师的眼光停留于学科本位的“狭隘

和狭窄”，无法拥有教育家的广阔视野

和胸襟。许多年前，有一位学者曾经

说：“今天的儿童发展正在遭遇过早地

被技术化的危险。法国社会学家埃德

加·莫兰曾经说“我在努力寻求一种不

是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

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

对象的认识方法。”我们如何实现教师

的成长发展？一是鼓励教师进行“微

课程”、课程整合开发。教师具备宏观

的课程视角，在课程的开发中必然牵

涉到相关学科，比如语文与历史、地理

学科的联系，数学与物理、化学、科技

学科的联系等。二是在学生活动中培

养教师的整体设计能力。每一次学生

活动，不是单纯的游玩或者写活动感

受的单一化形式，而是让不同的相关

学科教师参与其中，挖掘潜在的学科

特质，然后进行联动的综合设计。这

样，一次学生活动就成为一次课程整

合的研究和融合不同课程的生命体验

旅程。

埃德加·莫兰还曾说过，“必须把

信息和资料放置在它们的背景中，以

使它们获得意义。这句话表达的就是

整体育人的思想，这也是教师成长的

重要途径，它超越了割裂的、机械的碎

片化教学，让教师收获了圆满完整。

养护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
实验土壤

学校虽然是一个“小社会”，但因为

有“学”在其中，学生的学习成长是重要

职责。身在其中的教师也需要把“学”

放在重要的位置，只有保持教师“学”的

活力，学校才能发挥探索性的、面向未

来的先锋引领作用。如果学校暮气沉

沉，很难想象社会具有知识更新的创新

活力。教师是广博的阅读者：孔子说的

“君子不器”可以给我们启发，教师不要

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应有博

学、融通、跨界和穿越的视野与能力。

凡是学科金字塔尖的人物，诸如爱因斯

坦、居里夫人等，无不是人文底蕴深厚、

厚积薄发型的人物。教师是学术的探

索者：在教育实践中敏锐地发现问题，

将问题转化成研究课题，在关注实践中

寻找破解问题的方法，并将实践过程记

录下来；教师是“教育实践的感性实录”

“教育实践的理性研究者”……我思故

我在，思考、记录和研究，这些教育实践

都能促进教师的成长。中小学教师从

事的学术研究，不是故纸堆里散发着霉

味的学究行为，而是存在于鲜活实践的

实验探索。

总之，敬畏民族的文化和脚下的

大地，弘扬教师的个性和尊重教师的

创造，教师在自我成长的路途中，一定

会获得自由而有尊严的教育生活，我

国也才会真正涌现一批有思想、有创

新、有个性的教育家。

思想力校长

提起朱自清，人们首先想到的身份

是散文家、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但不

要忘记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语

文教育家”。11月 20日，“纪念朱自清

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暨《朱自清教

育文存》首发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

行。与会者在座谈中勾勒出一个有别

于大家以往认知的朱自清。

“朱自清毕生从事语文教育，只是

他在散文和新诗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等

领域的名气太大了，在教育方面的业

绩反而被掩，遮蔽了一个作为教师，

尤其是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圣陶研究会

副会长商金林的一席话得到与会者的

一致认同。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

《绿》等名篇佳作被选入教材，可以说，

许多人都是读着朱自清的作品长大

的。对此，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原

副馆长吴福辉表示，作为现代作家，在

中国大学里带头讲新文学，在大学里

带头提出重视中小学语文教学，并对

中小学语文教学提出许多建议，朱自

清先生是第一人。这样的传统延续至

今，带动和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者都

非常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

为什么朱自清先生如此关心中小

学教育？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郭戈看来，这与

朱自清先生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先后在浙

江第一师范学校、江苏扬州中学和浙

江春晖中学等学校做过中小学教师，

还同沈从文一起主编过小学教科书和

中学国文教科书。虽然他的生命只有

短短的 50 年，但他写出了 47 本著作，

编过5年中小学教材，为中等学校语文

教学和高等学校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以及文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

经验。

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朱自清，

在吴福辉看来，朱自清的教育思想不

仅没有过时，反而能给今天的许多教

育问题开出方子，尤其是他对于阅读、

写作、文言文的许多看法和建议，“朱

自清先生谈语文教育最重要的是立足

于青年，立足于未来，他甚至喊出这样

的口号‘现在是青年的时代’。这一点

在当时和今天都弥足珍贵”。

譬如《朱自清教育文存》所选的

《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

文，从教师、教材、教学组织、作文等各

个方面论述了中学国文教学存在的问

题和改进的办法，堪称现代语文教育

史上重要的文献，是当年最有影响的

语文教育论文之一。清华大学附中教

师李淑英曾把这篇文章现场读给自己

的同事听，直言大家“感同身受”“极有

共鸣”。

“朱自清有那么大的学问，却总爱

说‘我什么学问也没有’‘我实在非用

功不可了’。余冠英先生说‘佩弦先生

著名的美德是遇事认真，一丝不苟’

‘他做一件事总想做得十分好。唯恐

有一点不周到’‘他一生的矛盾莫过于

宝贵生命而不吝惜生命’，读书治学

‘简直是在拼命’。叶圣陶说他像‘旅

行中的人’，读书、做学问、求知总有一

种紧迫感，在不断地扩大阅读范围的

同时，又盯着学问的高度和深度，就像

海纳百川似的，总在吸纳。”中国现代

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满怀感慨地谈起

朱自清先生的为人治学，在他看来，这

才是真正的“学需大于教”，值得今天

的为人师者学习。

“朱自清先生并不是一位教育理

论家，不是先学习西方一个教育理论

再来阐述教育问题，他对教育的认识、

感悟、阐述，都是来自于自己亲身的教

育实践，包括他多年的中学教育实践

和后期的大学教育实践。这样的阐述

形成的教育思想不空泛、接地气，朴实

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孙邦华说。

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家中，唯有

朱 自 清 被 叶 圣 陶 先 生 称 之 为“ 全

才”。叶圣陶是这样评价朱自清的：

“他兼有中学及大学的教学经验，兼

有新旧文学的修养，除了文学造诣之

外，他又富有研究的精神；除了具有

本国语文的修养之外，他又有外国语

文的精神造诣。朱自清具备这些条

件，所以在语文教学方面他可说称得

上是个全才。”

今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向“全

才”朱自清学习呢？与会者不约而同

都谈到了朱自清先生 1924 年所写的

《教育的信仰》：“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

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

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

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

怨。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

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

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

仰的人！”

“纪念朱自清先生，传承朱自清先

生的精神，就是要深入挖掘他的精神

价值。所谓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

是要从以朱自清为代表的先贤哲人那

里吸收思想营养和智慧动力。”人民教

育出版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叶圣

陶研究会副秘书长刘立德如此表示。

陈连林陈连林，，现任北现任北

京景山学校朝阳学京景山学校朝阳学

校党支部书记校党支部书记，，特级特级

教师教师。。曾任北京中曾任北京中

学副校长学副校长、、朝阳区豆朝阳区豆

各庄中学校长各庄中学校长。。

□陈连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