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英国人曾写道：“20 世纪早期，在引进西方艺
术入中国画方面，有三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徐悲鸿、刘
海粟和林风眠。 ”不同于徐悲鸿的奔放不羁和刘海粟
的张扬反叛，林风眠则是一个纯真的孤独者：一方面
疏离政治，没有主持画坛的领袖欲，另一方面又在作
品中直言不讳、赤裸裸地表达内心感受。 林风眠的孤
独和对艺术的热爱都源自家庭，而母亲的去世、第一
个妻子去世和第一个孩子夭折， 艺术梦想的一再破
碎，都是他成为一个具有“罕见苦味”的内向艺术家的
原因。

林风眠自幼习作，曾在法国、德国留学，异域学习
让林风眠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形成了揉儒家经世思想
和西方表现主义、 立体主义等特点于一体的绘画风
格，很多人看到他的画都不能确定是西方的油画还是
中国的水墨画。

当艺术上独辟蹊径、做人沉静深远的林风眠碰到
教育，迸发无限火花。 1926 年，受蔡元培之邀，林风眠
接受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职。 当时的北京
艺专刚经历学潮风波，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 林风眠
到校后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完整的教学班子，他挽
留了提出辞呈的教授肖俊贤、谢阳、冯白、彭沛民，又

请回了先前被辞退的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等 5 位
教授。

作为“融合中西艺术”的艺术家，林风眠还邀请木
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教授国画，聘请法国教

授克罗多讲授西画，他希望齐氏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
氏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绘画教育注入新鲜的
血液， 从而培养出大批实践其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他提出的“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的口号
让全国艺坛为之欢呼。

无论是请来齐白石这样的“乡巴佬”任教，还是取
消了中西画和图案的界限，混合展示 2000 多件作品，
都体现了林风眠开放式的教学风格。 他从不把任何水
彩、油画的法则强加给学生，而是注重学生自我感受
的流露。

1927 年， 林风眠创办中国美术高等学府———国
立艺术院，坚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宽容、自
由的教学主张，并重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 他要求无
论是教师的素描教学还是学生的习作练习都要写
实。 同时又允许教师在创作中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
形式，这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除了了解写实派，也认
识了西方的诸多派别，培养出了赵无极、朱德群 、吴
冠中等闻名世界的大师级画家。 他的关于中西融合
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 开始了对
形式、材料等方面的关注 ，极大地丰富了 20 世纪中
国绘画的创作面貌。

林 风 眠
（1900 -1991），
画家、美术教育
家，创办中国第
一 个 中 国 美 术
高 等 学 府———
国立艺术院 （中
国美术学院），他
还 是 最 早 倡 导
“中西融合”的倡
导者之一，是中
国 美 术 教 育 的
开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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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年前夕，一个班主任想给学生办
一场联欢会。 这个想法让孩子们很是兴奋，并
积极投入到准备工作中。 当学校领导知道此事
后，打算借此机会“打造 ”这位优秀的班主任 ，
于是这个本属于孩子们的联欢会被硬生生地
提高了 “档次”———学校领导决定将这场联欢
会放在市里的大剧院举行，并邀请各界领导和
名人参加 ，各方媒体也应邀前来 ，一个班的联
欢成了轰动当地的大事。

领导和媒体的介入，让朴素的晚会有了许
多非儿童的东西 ， 比如分管教育副市长的致
辞。 对此，我觉得非常不妥。

第一，孩子们的联欢为什么一定要副市长
致辞？ 由他们自己推出一位代表致辞不好吗？
由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班主任致辞不好吗？ 由
到场的孩子们父母致辞不好吗？

第二，副市长的问候不恰当 ，他说 ：“亲爱
的专家 ，各位朋友 ，亲爱的老师们 ，大家晚上
好！ ”唯独没有说“亲爱的孩子们”，须知这是孩
子们的晚会啊！ 尽管这位副市长后来也说“向
孩子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但这话已经表明领
导既已居孩子们之上，也置身孩子们之外。

第三， 这位领导满口人民日报式的话语，
孩子根本听不懂。 概念深奥、报刊语言、政治术
语、宏大词汇，和联欢会何干？

再比如，晚会还收到———显然是事先安排
好的许多“名人”和专家的贺信、题词。 这和孩
子又是没关系的，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些所谓
的“名人”与专家。 如果这些“名人”和专家曾经
到过这个班 ，参与了孩子们的各种活动 ，孩子
们与之熟悉， 而且彼此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那么这些贺信、 题词会引起孩子们共鸣的，但
事实并非如此。 在旁人看来，那么多“名人”关
心这个班，关注这个活动，孩子们多幸福！ 错！
这是典型的成人思维。 虽然孩子们也鼓掌，但
他们只觉得这是联欢会的一个程序而已。

还有，普通的小学生能在那么豪华的剧院
表演，显然也不是一般孩子能享受的 “殊荣 ”，
这后面有着包括媒体在内的许多 “推手 ”的精
心包装。 领导和媒体要这个班“辉煌”，于是便
不惜成本地让其“耀眼”，无论现场多么流光溢
彩、催人泪下 ，我总觉得这场联欢会已经变味
了。

联欢会上 ，无论唱歌还是朗诵 ，播放的声
音和孩子们的口型不符，现场的孩子们只是配
合着扩音器里事先录好的声音或说或唱。 我真
不知说什么好！ 为了所谓的“完美”效果，居然
教孩子假唱！ 有瑕疵有什么关系，孩子嘛，舞台
上有点紧张，有点结巴，声音颤抖，唱错忘了词
很正常啊。 相反，如果十几岁的孩子个个都那
么从容不迫、处变不惊 、滴水不漏 、无懈可击 ，
那才是瑕疵。 在这样一台属于孩子的晚会上，
如果孩子和老师以及父母能够有自然而然的
真情互动，多好！ 也许那样会少一些“意外”，甚
至出现大的瑕疵和纰漏，但真实的瑕疵和粗糙
远胜过虚假的完美和精致！

我相信，这个班主任最初的想法是很朴素
的，无非就是想让孩子们在新年之际享受一下
集体的温馨与快乐。 但这朴素的想法和领导的
思维是错位的———领导需要借这个班打造“形
象”推出“品牌”，媒体需要借这位教师打造“名
师”推出“典型”，于是一场混合着功利，重叠着
浮华，交织着成人意图的联欢晚会诞生了。

现实中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这就是中国
教育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之处。 许多领导和媒体
总是这样“好心”而急功近利地“推动 ”着 、“促
进”着、“提升”着我们本应单纯而宁静的教育。

不要再把成人意志强加给孩子，让孩子的
事情单纯一些，这就是教育的本真。

纯真与虚假

教育家影像

静水流深林风眠
□ 刘亚文

读懂孩子 服务孩子
□ 张作贞

比教书更重要的事
□ 朱向明

我曾经看过一篇名为《告诉他应该往哪走》的文
章，让我不由得思考，到底怎样做才是对学生真的负
责？ 除了传授知识，身为教师的我还应该培养学生怎
样的能力，才能让他们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这样的
故事应该让更多的教师看到。

玛格丽特·桑斯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在
一次活动上，她向众人讲述了那件让她至今无法释怀
的事。

玛格丽特发现印度加尔各答某贫民区的孩子们
放学后四处游荡，生出不少事端。 得给他们寻个有益
身心的落脚地方，玛格丽特想。 在她的努力下，终于有
一家健身房同意在孩子们放学之后， 对他们免费开
放。

一天,一个拄着拐杖的小男孩走进健身房，引起了
玛格丽特的注意。 交谈中玛格丽特知道，小男孩半年
前遭遇过一场车祸， 因家境贫寒而放弃了入院治疗，
受伤的右腿也几近残疾。 玛格丽特决心帮小男孩一
把。 于是，在她的极力说服下，一家医院免费接治了小
男孩。 在几个月的治疗中，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

终于有一天，小男孩扔掉拐杖，走进了健身房。 他
来到篮球架前，将篮球准确地投进了篮筐中。

以后的日子里，玛格丽特继续关注并帮助他逐渐
痊愈。 “有一天，当我看到小男孩居然能跑起来时，我
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玛格丽特再次想起
当时的场景，“现在，那个小男孩已成长为一个健壮的
小伙子。 ”

玛格丽特问听众：“你们知道他今天是做什么的
吗？ ”“和你一样，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社会工作者。 ”许

多听众自信地回答道。
“不，” 玛格丽特平静地说：“他既不是社会工作

者，也不是教师、工人或者农民。 ”
说到这里，台下一片寂静。
“他因为抢劫，正在一所监狱里服他的第三年刑

期。 ”
此时，玛格丽特已是泪流满面。
她哽咽着继续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愧疚的事，因

为我只顾着教他如何走路 ， 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
情———那就是告诉他应该往哪里走！ ”

玛格丽特不是教师，但她的内疚与困惑何尝不是
我们这些教师会遇到的问题。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将
教书、育人给予同等“待遇”的教师不在少数，这也是
我们很高兴看到的。 但也不能否认，仍有一部分教师
只顾低头忙于教孩子如何去取得好成绩，淡化了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教育孩子如何做人。 典型案例不胜
枚举。

案例一：某校实行绩效工资后，定出了诸如“语数
外成绩前若干名给予重奖”的绩效新规。 于是乎，语数
外教师开始了疯狂的时间抢夺战，将每周规定的思品
课那点儿可怜课时彻底瓜分。

案例二：李本是个很敬业的思品课老师，每当铃
声一响他要进班时，往往发现自己的“阵地”早已被别
人“占领”———“思品课又不考，上什么上，我数学（语
文、外语）若进了前三名，请你吃饭”，“快抽考某某学
科了， 你思品先停停， 你休息吧， 这节课我代劳了
……”于是，在其他 “主科 ”教师的一味软磨硬泡下 ，
“副科”教师李只好“投降”。

案例三：王是某校六（4）班的数学教师兼班主任。
每周的班会、 每天的晨会他从来没正式开过一次，因
为大部分时间用来落实数学课的重点、难点。 领导曾
多次督促他改正，但他依然故我———“孩子大了，什么
道理不懂，还需多嘴多舌地唠叨那么多干吗。 毕业班
嘛，当然学习第一！ ”

但结果却与王的想象南辕北辙。 学生成绩并没有
多少进步，打架斗殴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出现了数
个孩子结伙到商场偷东西的犯罪行为。 六（4）班也成
了领导最放心不下的问题班。

案例四：张是某校五（2）班的外语课和思品课老
师。 她设计的思品课教案总能让领导啧啧称赞，并多
次被评为模范教案。 但她几乎没给孩子完整地上过
一节思品课！ 所有的思品课摇身一变都成了外语课。
当有同事提醒她思品课很重要，不可丢弃时，她振振
有词 ：“我掂量得出孰轻孰重 ， 上那课就是浪费时
间！ ”

到底谁重谁轻？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早已给出他的
选择：有比“之乎者也”更重要的事。 比如为大家熟知
的，他以“借水”之说告诫弟子做人要做“真君子”的故
事。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 ”孔子曰：
“夫水者，启子比德焉。 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
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
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
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
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
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

被誉为当代孔子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意识到
了这点。 他在《春天不是读书天》一诗中连续 10 次强
调“春天不是读书天”，若将孩子们“关在堂前”，定会
让他们“闷短寿缘”，孩子们最好能“掀开被帘，投奔自
然”，因为那里“鸟语树尖，花笑西园”。 “宁梦蝴蝶，与
花同眠。放个纸鸢，飞上半天。舞雩风前，恍若神仙。放
牛塘边，赤脚种田。 工罢游园，苦中有甜”。 倘若再抓着
“之乎者也”不放，则未免“太讨人嫌”了。

原来，教育先贤们的心都是相通的———教书固然
重要，但育人更不可怠慢！

以语文教师为例，许多语文教师都知道这样一句
话：将语文课的工具性、人文性有效结合起来才是理
想课堂。 现实中，除了特意准备的几节评优课、研讨
课、展示课会呈现些许“人文性”外，更多常态课上的
“人文性”都是“浮云”，有几位语文教师能在心中时时
装着“人文性”？

语文教师究竟如何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彰显“人文
性”呢？ 语文教育专家张庆的一段话很有指导性：

教师要因学情的不同制宜，因年段的不同制宜，因
课文类型的不同制宜。 也就是说，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可一概而论。 比如在第一学段，教师就应该较多
地关注汉语拼音、识字和写字，渗透人文性。

张庆的语文育人观可谓切中肯綮，细想来，其他
学科概莫能外。 陶行知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
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
习人生之道。 ”敬爱的老师们，请谨记先贤的教诲，时
时记着做好那些比教书更重要的事情吧！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睢宁县官山中心小学）

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教师就是一个拿棒子把
你敲昏，然后给你灌进去知识的人。 现实中，确实有些
学校为了快出成绩、出好成绩，无所不用其极，教师将
课间占得满满的，就连去厕所学生都是一路小跑。 这
节课没下，下节课又上的现状，何尝不是把学生敲昏，
再把知识灌进去的表现？ 可是我要问一句，当教师不
顾学生身心特点，一厢情愿地施教时，孩子是否领情
呢？

有一次，我的孩子放学回家后一放下书包就对我
说，快考试了，写完作业，我还要把课本复习一下。 听
他如此对待学习，我暗暗高兴。 孩子写完作业时还不
到晚上 9 点，我说，咱俩一起复习语文吧。 孩子却推托
说有点累了，想休息。 我厉声告诉他，做人要言而有
信，说着就顺手拿出他的语文课本，要他复述课文。 听
过孩子的复述，惹得我只想发火，因为他的学习态度
不够积极。勉强复习一课后，他就去休息了。等我去睡
觉时，却听见从他的屋里传来啜泣声。 我走到他身边
说：“妈妈想知道，你后来为什么不愿意复习了？ ”“最
近的音体美都停了，每天不是复习，就是考试和评卷，
好不容易写完作业，再看课本就烦了……”听了孩子
的话，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只认死理，而不了
解孩子复习阶段的生活和感受。 待孩子的情绪有所缓
解，我才羞愧地从屋里出来。

孩子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被人强迫着做不
愿做的事情，面对强势的大人，他无力反抗，只能靠哭
来缓释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孩子的内心受到了伤害！
长此下去，他会迷失方向，甚至失去自我，进而盲目地
接受大人和比自己强势的人的差遣，并成为大人眼中
的所谓“乖孩子”。 原来，以成人的眼光实施“爱”,会让
“爱”成为一种禁锢和伤害，因为不懂得孩子，所以才
会一厢情愿地“帮助”。 我庆幸自己及时悔悟到了这一
点。

儿童的心不好捉摸，到底怎样才是帮孩子呢？ 《教
师博览》曾刊登了一段描写李叔同施教的话：

李先生上课，总是把洋装脱下，换一身布衣。 学生
有过失，他总是低声下气地开导。 课余但闻琴声歌声，
假日常见出外写生。 全校师生以及员工没有人不尊敬
他的。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很纳闷，教师应该是受

人尊敬的职业，低声下气合适吗？ 学生有过失，你低声
下气，那学生还不蹦上天啊！ 更让我不明白的是，这样
一个低声下气的教师，竟然受到全体师生和员工的尊
敬，到底是因为什么？

前不久听魏书生给学生上课，他也是低声下气地
和孩子商量：“口头作文这件事，咱表决吧! ”课堂的事
不是教师说了算，而是听学生的意见。 当有学生提出，
学不会那 7 个生字时，魏书生问他，能学会几个？ 学生
不好意思地回答，只能学会 3 个。 魏书生却说：“行！ ”
我边听边怀疑这种做法。 当课将要结束时，魏书生问
那个只能学会 3 个字的学生掌握了几个字？ “5 个！ ”
学生回答。

这种教学方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出人意料的效
果？ 我仔细琢磨后才明白，是因为这个孩子开始时不
够自信，但魏书生没有难为他，而是顺着他，让他尽力
而为。 当心态放松后，他出乎大家的预料，完成了更多
的任务。 这种看似没有师道尊严的课堂，竟然取得了
理想的课堂效果，让学生找到了自信，尝到了成功的
喜悦。

陶行知认为，一个不懂小孩的心理、小孩的问题、
小孩的困难、小孩的愿望、小孩的脾气的人如何能教
小孩？ 如何能知道小孩的力量，并让他们发挥出小小
的创造力？

谁懂学生？
李叔同懂学生，魏书生懂学生，陶行知懂得学生。

李叔同懂得学生需要平等、需要亲近，所以他脱下洋
装，换上和学生一样的布衣，融入到学生中间。 学生犯
错了，他知道大声指责只会刺伤学生的自尊，无助于
学生认识问题，于是就心平气和地和学生一起找寻过
失的原因。

魏书生懂学生，所以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为学生
提供最有效的服务上。 他说：“教师、教材、课标都是为
学生服务的，应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服务标准。 ”
他一直强调教育要回到地面，回到草根，要学会和学
生互相搀扶，你尊重他，他就会心疼你。 教师永远不要
抱怨学生，而是要为学生服务，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
堂上做力所能及的事，要坚信每个学生的内心深处都
是积极向上的。 正因为魏书生和李叔同懂得孩子，所
以他们提供了最适合孩子的诚敬服务。

陶行知懂学生，所以当他看到一群孩子在捉蜻蜓
时，并没有立即制止。 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只是对蜻蜓
这种小昆虫感兴趣，并无意伤害益虫。 他没有命令孩
子们马上放掉蜻蜓， 而是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自然课。
他问学生，知道蜻蜓吃什么吗？ 学生七嘴八舌地说，吃
虫子、吃草、吃泥土、吃树叶、吃露水……陶行知肯定
了蜻蜓“吃虫子”的观点，然后他拉着孩子们坐在田埂
上说：“苍蝇、蚊子、水里的孑孓它都吃，蜻蜓是不是我
们的好朋友？ ”孩子们点头，这时，陶行知拿过孩子手
中的蜻蜓，高高举起，在阳光下，让孩子们观察蜻蜓一
闪一闪的眼睛和一撅一撅的尾巴， 和孩子们探讨眼
睛、尾巴的作用。

陶行知因势利导， 让孩子们知道了蜻蜓尾巴是
用来保持平衡和调整飞行方向的， 成千上万只小眼
构成的复眼可以让它看清周围飞虫的位置。 孩子们
听了陶行知的谆谆教导， 不仅知道蜻蜓是人类的好
朋友， 而且对蜻蜓的外形特征和作用有了深入的理
解，自觉地放飞了手中的蜻蜓。 正是因为懂得，所以
陶行知很好地抓住了教育时机， 以无痕式的教育丰
富了学生的知识。

陶行知懂得教育规律、 懂得学生， 所以他早在
1946 年发表的《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就指出
教育必须进行六大解放。 其中之一就是解放学生的时
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
合起来夹攻学生，要让他有空闲时间消化所学，有时
间发展兴趣，做一点让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他还提出， 教育必须为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绝
不以“救世主”的姿态去为劳苦大众办教育。 而是首先
向人民学习，把他们当作教育的主人，自己是为他们
服务的，因而要用人民最需要的东西教育他们，用人
民最易懂的方法帮助他们掌握知识……

那么，我们这些做教师做家长的是否也应放下架
子，像陶行知、李叔同、魏书生一样尊重和理解孩子，
用孩子最喜欢的方式、最易懂的方法服务于他们？ 孩
子最喜欢的方式来自哪里？ 来自孩子的生活。 我们只
有真正贴近孩子的生活，观察孩子的言行，读懂孩子
的心思，才能因着孩子的需要而服务，沿着教育规律
而服务。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