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的人文关怀
□ 朱西岭

生命教育，并不是开展一次两次特别的活动就能达到的目标，它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体现在人文
关怀的校园文化之中。 如何开展生命教育，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亲情教育，感悟生命之美。 一个生命从呱呱落地，就被浓浓的亲情所包围，只不过，时间一长，孩子们就会对
此熟视无睹。 对学生进行亲情教育，让他们感受身边的爱和关怀，学会感恩，领悟生命之美。

二、专项活动，体验生命之“轻”。 有计划、有目的开展多种形式的“珍爱生命”活动，让学生体验生命之“轻”。 “无
手日”、“失明日”、“少脚日”、“聋哑日”……一系列亲身体验，让学生感受一个健全人的幸福和美好，以激发学生敬畏
生命、珍爱生命的热情。

三、安全教育，懂得生命之法。 立足安全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使他们了解交通、水电等安全隐患，懂
得自然灾难和安全事故的自救方法，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为生命之舟保驾护航。

四、心理信箱，疏通心灵航道。 孩子们在生活和学习中，难免会遇到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积少成
多，就会形成心理疾病，如果他们的情绪无法得到正确的缓解和释放，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开设心理辅导站，设立
心理信箱，让学生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地得到指导和解决，以保障学生能健康而和谐地发展。

五、挫折教育，培养生活勇气。 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是父母的掌中宝，生活的一帆风顺容易使孩子养成
自傲的习惯，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挫折教育，培养抗打击能力，树立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

生命教育是个大课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也许将来有一天，那些热爱生活珍爱生命，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
学生才是我们理想的人才。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砀山县实验小学）

青春无悔

“我的特岗故事”获奖征文选登11

2009 年 8 月底， 结束岗前培训后，我
来到龙山县召市镇团结片完小。

尽管从一开始我就做足了面对各种艰
难条件的思想准备，但踏入学校的那一刻，
我还是震惊了……

那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学校： 现有
学生 203 名，包括学前班至六年级；教师 10
名， 其中还包括 3 名代课教师、2 名支教教
师、2 名特岗教师。 这里地处偏僻， 交通不
便， 学校静静地坐落在山腰间的一块平地
上，被莽莽的群山环抱着，只有一排简单的
平房。教室的门窗都已经破败不堪，冬天，孩
子们坐在教室里冻得浑身发抖， 无法写字；
阴雨天时，外面下大雨，教室下小雨，常常无
法正常上课。 学校的课桌还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用的连体桌椅，凹凸不平。 学校没有围
墙，没有运动场和体育设施，甚至连学校最
基本的标志———旗杆都没有。 这里也没有
自来水，孩子们的脸总是脏兮兮的。 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学生的真实写照。

学生多数是贫困的少数民族留守儿

童，这些孩子很能吃苦，离学校路程远的学
生每天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校。 由于学
校条件很差， 条件好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
外地读书。

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尽力为孩子们做
点什么———我要为孩子们建起一间图书
室，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扩展他们的知
识面。 可图书从何而来？ 几番思量后，我开
始向社会上那些致力于捐资助学的企事业
单位求助。我找同事借来照相机，把我看到
的一切拍成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写成
厚厚一叠材料， 空余时间到几里外的网吧
上网，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大量发帖。我还到
处找公司、找慈善机构、找媒体，最后在高
中好友的帮助下， 把这份材料寄往了上海
船舶研究设计院。 2010 年年初，船院给学
校寄来了大量的图书、文具和学习用品，足
足有 16 个大包裹，筹备已久的图书室终于
有了图书。 我和同事李代勇把书籍进行了
分类，有教辅工具类、科普类、文史类和童
话故事类等。 此外， 我们还专门分出幼教

类，供学前班的小朋友阅读。图书室还在布
置的时候，门口就堵着一大帮孩子围观。一
布置好， 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冲进来寻找
自己喜欢的图书。我们虽然很辛苦，但看见
孩子们阅读时专注的神情，都开心地笑了。

目前，学校的图书室共有图书 3000 余
册，杂志 400 余册。 虽然图书室很小，但一
册册图书为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喜欢读书的孩子是有希望的，
这些孩子就是召市镇未来的希望。

之后，我在各大论坛上加大发帖力度，
把学校和孩子们急需的东西发到论坛上
去， 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 自己贴钱跑企
业、找老板，多方奔走。

2011 年 1 月下旬，长沙阳光丽舍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的石总通过网络了解到学校
的情况后，联系到了我，并答应抽空来学校
看看。 4 月 15 日，石总一行 8 人驱车千里，
风尘仆仆来到学校， 不仅带来了一套高级
音响设备，而且当即答应援建，并签下了捐
赠协议，不久即到账 11.1 万元。 之后，在教
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我的不懈
努力，合计筹款 22.335 万元 ，全部用于学
校的基础建设。 现在，围墙、校门和操场已
经修建好，教室也已经维修好，学校面貌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使捐助情况更加公开透明， 使更
多的人了解、关注并相信我们，我建了个博
客———“特岗教师们的爱心家园”， 把物资
捐助、 发放情况和学校发生的变化等写进
博客里。

每次收到爱心物资时，我总是这样做：
（1）告诉孩子们这是谁捐赠的，把捐赠

单位和爱心人士介绍给孩子们。
（2）给学生分发物品后，让孩子们写一

封感谢信。
（3）告诉孩子们：不能只知道索取，还

要学会付出。 比如，帮助小同学、帮助父母
做家务等。

（4）教育孩子们要懂得感恩：现在别人
帮助了我们， 以后我们也要向需要帮助的
人施以援手。

从 2010 年上学期开始，在农村学校学
生都在流失的大环境下， 我们学校却迎来
了孩子们的“回归”，每学期学校总人数稳
步上升。有 10 名学生从县城小学又转回到
这里就读， 学生家长和学生都说：“团结片
完小教学环境改善了，教学质量也很不错，
我们就用不着背井离乡去读书了。 ”

特岗教师生涯即将结束， 我愿意继续
留下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希望
能有更多的特岗教师加入到爱心助学中
来，发挥我们的优势，找准目标，扎根基层，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龙山县召市镇团
结片完全小学）

□ 覃占波

2012年
您最喜欢的周刊评选

年近岁末，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中国
教师报现向广大读者与网友朋友们征求意见
与建议。 我们将从有效参与本次调查的读者
中抽取 10 名幸运读者，每人可获赠最新图书
一本。

感谢这一年来， 读者们对本报的支持与
关爱，2013 年我们仍将为课改发展助力，为
一线教师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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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风景： 鉴于孩子的认
知能力所限， 我们不仅要使孩
子认识到生命的脆弱， 更要让

孩子们明白，不仅自己的生命重要，每个人
的生命都很重要，学会尊重生命，才能更好
地爱护生命。

zgsmjy： 生命教育不是简单的安全教
育，而是孕育生命情怀，挖掘生命潜能，激发
生命活力，提高生命质量的教育。 学生安全
问题至关重要，但生命教育还有其他内容同
样不容忽视，如学生的生命尊严和生命的自
我实现等。

天心月圆：热爱生命，不应该狭隘地理
解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包括热爱他人
生命，甚至可以从热爱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来
培养生命意识。 贾平凹曾举过一个例子，一
群小朋友在玩，很多孩子都在摘花，一个小
孩一朵也不摘。 阿姨问他，你为什么不摘花？
孩子却反问：“花疼不疼？ ”这就是生命意识。

商云： 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现在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 从小生长在父
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的溺爱中，独立能力
差，抗挫折能力低，犹如温室的花朵，经不起
风吹雨打。 教师可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对
学生进行适时的生命教育。 另外，充分发挥
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功能，对出现心理问题以
及青春期问题的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

香山夜话 □ 庄华涛 策划 肖大松 整理

生命教育的思与行

11 月 4 日，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内，一场“临终体验”活动，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生命教育的关注与热议。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然而，近年来，青少年自杀、弑师、弑母事件屡有发生。 某学生因为一点小事走上

绝路，终止自己的生命；某学生因为新奇刺激而吸毒走上不归路……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让人触目惊心。
青少年对生命的漠视、生命意识的缺失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 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承担责任、提高抗挫折力……不少

悲剧本可以避免。
死亡教育仅仅是生命教育一部分。 因为生命不仅仅意味着生存，应该还包括生命的历程及其质量。 如何让学生学会悦纳自己，如何对孩子进行

生命教育，让他们懂得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11 月 9 日，众网友相聚香山会馆，共话生命教育的思与行。

观 点 生命教育的误区
□ 刘义富

生命教育中，死亡教育是重要的一环。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忌讳死亡，所以，目前中小学基本没有开展直接的
死亡教育，尊重生命、爱惜生命的教育往往是通过防灾减灾演练，以及交通、卫生、食品等安全教育呈现。 即便开展
了死亡教育活动的也因方式不当而备受学生诟病。 细数一下，我们身边存在的生命教育“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只谈安全，不谈死亡，以安全教育替代死亡教育。 安全问题涉及死亡，但它还涉及健康。 而健康与死亡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只强调安全可能会使学生忽视对生命消亡的关注。

二是只强调预防，而很少涉及应对。 现行的所谓生命教育即安全教育模式中，学校主要强调如何预防，比如防
火、防水、防电、防震等，而对于一旦发生这些可能危害自己生命健康的安全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却鲜有谈及。

三是直击死亡现场，以血淋淋的场景教育学生，而很少有展现生命逐渐消亡过程，或者生命消亡之后，亲人悲恸
的情景。 一般而言，为达到让学生感到害怕，从而珍惜生命的目的，学校常常会集中播放一些车祸现场，那些血肉模
糊的场景会令不少学生反感，甚至呕吐。 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对于照遗照、设灵堂、躺棺材的“临终体验”教育方式，虽然包含了“向死而生”的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隐含了巨
大恐惧的情感体验，可能会在受体验者心中留下长期的阴影，尤其是中小学生不能效仿，更不宜推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三中）

生命教育在于唤醒
□ 冯利平

近几年来 ，中小学生自杀 、自虐 、自残
或杀人的案例越来越多， 如花的生命在瞬
间陨落，我们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要思考
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减少
悲剧的重现？

对生命的漠视、轻视、践踏甚至摧残的
悲惨事件屡屡发生，源于学校教育中生命教
育的缺失。 学生缺乏对生命认知和体悟。 因
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重视生命教育，
从内心去唤醒学生对生命的珍爱，让他们知
道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激
发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引导他们享受生命的
欢乐。

在瑞典，教师会让孩子们摸着孕妇的肚
子给他们讲人生， 教育孩子生命是什么，为
什么生命来之不易，从而使学生认识到生命
的可贵。 我们可以将生命教育列入课堂教
学，可以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确保
把生命教育落到实处。 例如，我们可以让学
生观看纪录片《子宫日记》，让他们明白每个
人的孕育过程是一场充满艰辛的、激烈竞争
的过程，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所以每个人不
管美丑、高矮、贫富、贵贱，都是唯一的、最棒
的一个，由此来激发他们对生命的热爱。 生
命本身是美的，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美的杰
作，应该为自己拥有生命而自豪。

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核心，珍爱生命的教
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生命教育应从原点出
发，理性回归教育的本源。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玉环县城关二中）

让珍爱生命成为潜意识
□ 吕 强

有一则报道说：美国某小学发生火灾，许多学生从火海中逃离出来，老师发现少了两个学生，于是命令学生到火
场外去寻找。 但一位来自中国的同学没有向老师报告，就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而不幸遇难。 这个在我们看来“真正”
的英雄，美国学校竟没有表扬，更谈不上追认，反而校方因为没有教好中国学生如何逃生而受到处罚。美国人的这一
做法，给我们敲响了生命教育的警钟。

在案例中，最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因为他缺少珍爱生命的意识，不知道保护生命。 他的不幸折射出我国的学校、
家庭和社会生命教育的近视。 由于我国生命教育的滞后与缺失，学生对珍爱生命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思考，不懂得
如何呵护生命。 虽然生命教育于 2010 年已正式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但生
命教育之路任重而道远。

有统计显示：全国平均每年有 28.7 万人死于自杀，200 万人自杀未遂，相当于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频频发
生的轻生自杀案例，折射出时下人们生命观的悲观与消极，要校正人的生命观和人生观，希望就在生命教育的落
地生根。 开展生命教育是时代的呼唤，是教育发展的必然。 生命教育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齐头并进，共同营造一
个关爱生命、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的良好氛围。

我们可以通过生命教育专题讲座，生命教育报告会，生命教育演讲比赛，生命教育读书活动，逃生演练，“死亡”
体验，课堂教学渗透生命教育等活动，把生命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的内心装满对生命的珍爱和敬
畏，让珍爱生命成为一种潜意识。 珍爱自己的生命，让他人因我的生命而幸福，让社会因我的存在而美好。 这应该
是现代人的生命观和人生观的关键词，人的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也在于此。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西和县稍峪乡九年制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