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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中的幸福
□ 张红梅

放学路上，我喜欢推着自行车，和儿子有一
搭没一搭地随意聊天，这也是母子俩最惬意轻松
的时光。

这天，儿子突然指着路边一家正在装潢的花
店对我说：“妈妈，你发现了吗？ 原来的手机店还
没到一年就被现在这家新店取代了。 我还发现周
围别的店也是没开到一年就转做其他生意的，做
生意真的很不容易！ ”

我惊讶于 7 岁儿子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他
的话让我不敢再轻视成长中孩子稚嫩的眼睛和
思维。

成长并不都是快乐无虑的，身边微环境的变
化，也悄悄影响着儿子对自己未来的思考。

老公在外地工作，周末才回来一次，虽然我
可以常伴儿子身边，但总是无法取代老公在儿子
心目中的独特位置。 老公有空时，基本上会每天
给儿子打一个电话，但也偶有例外。 没有接到电
话时，儿子控制不住对爸爸的想念，他会主动借
我的手机发信息给爸爸。 最让我动容的是，儿子
竟然尝试着用原创音乐来缓解自己的思念情绪。
一次偶然间，听到儿子发给爸爸的手机录音———
原创的钢琴曲《想念爸爸》，给了我很大震撼。

在儿子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曲子
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旋律舒缓而优美，抒发的
是儿子自己的愿景：“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时间和距离永远也无法将我们分离。 ”第二部分
欢快而热闹，表达的是回忆我们一家三口相聚在
一起的那些快乐难忘的时光，以及儿子心中的快
乐和甜蜜。 第三部分又走向低缓，我问儿子表达
的又是什么，他缓缓地说：“快乐的时光总会很快
过去，我心中总有一丝忧伤，因为我的爸爸不能
每天陪在我身边。 ”最后是紧促而简短的结尾，儿
子说，那是听到爸爸从外面回来，自己惊喜地为
爸爸开门的声音。

老公在外地工作，不能常伴儿子身边，但庆
幸儿子能够从音乐中寻找宽慰与勇气。

儿子曾经有很多梦想，语文老师表扬他的作
文写得好时，他觉得自己以后可以当作家 ；当钢
琴老师勉励他是所教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时，儿
子又戏说自己以后是不是可以成为钢琴家；当电
视科教频道里关于宇宙的奥秘深深吸引他的眼
球时，他又梦想自己未来成为一名科学家……

我曾经担心儿子是否会因为过多的梦想而
无所适从，但儿子超出其年龄的言行已经让我感
觉到，不完美的现实生活已经在教会他如何适应
和成长。

孩子最终会离开家的港湾，飞向广阔的生活
天地。 既然无法改变孩子必须面对挫折的现实，
我们不妨也试着稍稍放手， 不再那么呵护备至，
不再那样事事包办，而是为孩子做一些前期的心
理准备，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渐渐适应生活中
的不完美，慢慢增强他们心理上的免疫力。 也许，
当我们不再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
时候，孩子成长的幸福感也会随之而来。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怀宁县独秀小学幼儿园）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王立华

该叫我什么
今天，我遇见邻居家的孩子亮亮。我看见他在

地上玩耍，便蹲下问道：“亮亮，你该叫我什么？ ”
他好像忘记了我，于是提醒道：“你想一想，我

还曾经抱过你哩。 ”
也许是我最近没刮胡子，再加上帽子有点旧，

亮亮突然说道：“爷爷。 ”
我才 40 出头，有这么老吗？
“亮亮，你叫错了。 ”
这时，亮亮眨巴着小眼睛，上下打量我，抬头

问道：“那您叫什么名字？ ” （李成林）

讲条件
“儿子，你把药喝了，妈妈就给你买小熊糖吃！ ”

儿子生病了，喂他吃药成为最头疼的事情。
话音刚落，儿子特无辜地看着我说：“妈妈，你

又开始和我讲条件了！ ” （冯敏）

童言无忌

家有儿女

由于某种机缘，我曾在一家蒙氏幼
儿园工作，幼儿园大厅里高悬着蒙台梭
利的肖像。 我常一边怀着崇敬的心情瞻
仰她的肖像，一边思索着她的教育思想
和方法。 数年后研读她的著作时，那种
高山仰止的心情有增无减，除了惊叹她
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效果外，更为她的精
神品质折服：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
独立意识、顽强的意志、对儿童的深刻
理解、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尤其是她向
世俗偏见挑战的勇气和觉醒的女性意
识，更是令人感动不已。 哈佛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亨利·霍姆斯认为， 蒙台梭利
的工作是杰出的、崭新的和重要的。

当下，蒙台梭利教育仍是教育热点
问题之一。 不少人问我，怎样看待蒙氏
教育？ 我的回答是，很多人将注意力放
在昂贵的蒙式教具上，忽视了对原著的
研读和对其教育思想的深入思考。 蒙氏
教育最有价值的是她的儿童观和教育
观，而不单是那些教具。 没有对蒙氏教
育思想和方法的认知与领悟，又如何进
行蒙氏教育实践？ 盲目实践又会对儿童
的发展带来什么？

《有吸收力的心理》（又译为《有吸
收力的心灵》、《吸收性心智》）一书是蒙

台梭利最后的著作。 有人这样评价：“如
果将本书尊奉为有史以来出现的最为
重要的著作（除《圣经》外），也许有些言
过其实。 然而如果让我说出对于人类未
来的幸福更有价值的著作，我却不能。 ”
作为“童年秘密的发现者”，蒙台梭利回
答了“儿童是什么”，并使“儿童”成为其
教育中的“关键词”。

蒙台梭利站在人类未来发展的高
度，指出“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 “儿童
不是一个事事依赖我们的呆滞的生命，
儿童是成人的创造者，是儿童创造了成
人；不经历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
不存在成人……”

蒙台梭利充分肯定儿童对于 “成
人”的贡献和儿童期的价值，认为儿童
创造了成人和世界。 儿童不是有待填充
的容器，而是自然奇迹中伟大和令人欣
慰的形象， 是有尊严的独立生命个体。
儿童是一个劳动者，在漫长的童年期从
事着形成健全成人的工作。 儿童是成人
之师、成人之父。 儿童具有无限的可能
性和建设能力，引导我们走向光辉灿烂
的未来。

生命是连续的发展过程。 而我们更
关注成熟和结果，满足于采摘美丽的花

朵和丰硕的果实，漠视耕耘和守护的艰
难漫长。 在儿童教育上也是这样。 传统
观念认为成人是儿童的塑造者和完成
者。 实际上，儿童和身染惰性、被世俗遮
蔽的成人不同， 儿童正走向生活和希
望。 儿童是新生命的起始，是新价值、新
秩序、新道德的建立者，是创造健全的
成人、文化和社会的新生力量与源泉。

人类社会的延续有赖于文明的薪
火相传。 儿童是文明之光的传播者，是
不同时代和文明的连接点。 儿童的成长
期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 儿童的
特殊敏感性或无意识力量引导他吸收
周围的一切，使他适应生活，形成和时
代风格相符的人，建构行为模式并影响
周围世界。

儿童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瑞士心
理学家荣格认为， 绝大多数成人已经丧
失了儿童心灵的特殊可塑性， 成为当代
文化的维护者和过去文化遗产的守护
者、占有者。人类文明中的精华只有被儿
童吸收，成为儿童生活和生命的内容，才
能找到真正的归宿， 成为真正的人类精
神遗产， 而不能为儿童所吸收的东西会
在历史进程中丢失。

那么，教育如何使儿童成为文明之

光的传播者呢？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期
是性格形成期， 需要一种明智的帮助，
需要爱和正确的保护，教育者应帮助的
是儿童心理能力的形成。 “当我们懂得
这种能力属于一种无意识心理，而其只
有通过活动及其通过从世界上所获得
的生活经验才能变为有意识时，我们就
会意识到儿童幼年的心理是不同于我
们的，我们不能通过文字教学来达到目
的；也不能直接干涉儿童所经历的从无
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形
成人的能力的过程。 那时教育的整个概
念就改变了。 ”

这一观点为我们反思当下盛行的
“儿童读经现象”、“国学热”及“应试教育”
的弊端提供了理论依据。 儿童的心理与
成人的心理是不同的。 我们应重新思考
“什么是儿童教育”这一根本问题。教育的
任务应该是为儿童的生活、 为人的心理
发展提供帮助， 而不是强迫记忆词语或
概念。 文化的传承不是儿童背诵经典所
能实现的， 也不是直接向儿童进行知识
的简单授受所能完成的。 这也许是蒙台
梭利的新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作者系森梵文化机构儿童教育项
目总监）

开栏语：
《理想国》、《教育漫话》、《爱弥尔》、《童年的秘密》……这些教育经典改变了无数人的教育观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读一

本经典胜过读一百本二流的书。经典是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经过千淘万漉留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每一部经典里面都
包含着一个伟大灵魂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深邃思考和不懈探索。阅读经典就是与世界上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在这种对话
中，你能感受到那些伟大灵魂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息，体悟到他们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话或许能
彻底改变你对教育乃至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让你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命状态。

因此，我们开设“幼教经典阅读”栏目，为读者提供一个展现自己与经典相遇、相识、相知过程的园地。请写下您阅读幼
儿教育经典的感悟和思考，字数1500字左右。

《猜猜我有多爱你》、《不一样的卡梅拉》……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绘本，说明你已经落伍了，作
为一种教育方式，绘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父母、教
师所接受。明快活泼的画面，浓郁的生活气息……
显而易见，绘本符合孩子的思维特点，更能激发孩
子的阅读兴趣，激活孩子的想象，有利于孩子创造
力的培养。但是，了解绘本是一回事，阅读绘本是
另一回事，绘本到底怎么读？怎么教？每个人都有
很多话要讲。读书需要交流，前行需要鼓励，经验
需要传播……我们特别提供这样一个空间，让大
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征稿内容如下：

1. 幼儿园或教师在绘本教学中的经验或成
功的案例（字数：1500字以内）

2. 教师、父母在绘本阅读中的故事（字数：
1200字左右）

3. 优秀的绘本推介（请写上绘本名称，推介
理由。字数：300字以内）

4. 开展的绘本阅读系列活动（图片加文字）
5. 其他形式的绘本阅读活动：如亲子共读等

（字数：1000字左右）

投稿信箱：zgjsbyjzk@163.com
征稿截止日期：2013 年 9 月 30 日

“绘本阅读”专题
征稿启事

在与幼儿教师沟通交流时发现，教
师在师幼互动中常常感受到烦恼，而调
查结果显示，这种烦恼与不愉快主要来
自如下 4 个方面：

幼儿的不良习惯。 幼儿入园时带入
的一些不良习惯会给教师的工作带来
许多麻烦，让教师感到不快。 在调查中
有教师说：“有的幼儿挑食很严重，父母
又不配合教育，这个问题让我很头痛。 ”
“总有那么一两个孩子排队时， 会你推
我挤，就这一问题，我们也曾进行过语
言教育，也进行过行为训练，还是不见
有什么效果。 跟家长反映，家长的回答
是， 孩子在家与弟弟也总是推来推去，
习惯了。 我郁闷呀！ ”

幼儿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让教师
的自信心很受打击。 在调查中有教师
说：“最让我不高兴的是孩子没有进步，
或者是犯同样的错误。 只要孩子之间有
了矛盾，不选择商量解决，而选择打架，
我都会很生气。 ”

幼儿自顾自玩而不听教师的指
挥，令教师威信扫地。 在调查中有教师
说：“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完全不搭理
我，让我很没面子。 ”“最让我不高兴的
是极个别孩子， 越不让做的事他们越

去做。 明明是一些不安全行为，提醒他
们不要这样做，但孩子硬要再次尝试，
结果发生意外事故。 ”

教师的爱得不到幼儿的认可，这让
教师很伤心。 在调查中有教师说：“我对
他好， 但他回家后却说老师不喜欢他，
这让我很是郁闷。 ”

其实，了解了教师在师幼互动中不
快乐的原因，从反向思维出发，反而更
有利于我们挖掘和利用师幼互动中的
关键因素，让教师快乐面对工作中的种
种烦恼与不快。

首先， 幼儿教师应以积极的态度
看待孩子制造的“麻烦”。 从上述调查
结果可以看出， 大部分教师对待幼儿
制造的 “麻烦” 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态
度，并由此产生了不少烦恼。 但是如果
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教师的心情会
发生根本变化。 如“幼儿的顽劣，锻炼
了我们的教育智慧。 ”“幼儿的屡屡犯
错，教会了我们从另一角度反思教育，
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耐心。 ”
“幼儿的粗心， 培养了我们的严谨。 ”
“幼儿的懒惰，使我们学会以身作则。 ”
“幼儿的冷暖，让我们懂得关心。 ”如此
一想 ，幼儿制造的 “麻烦 ”便成了教师

专业成长的阶梯， 教师的负面情绪也
会相对缓和。

其次， 幼儿教师要有快乐的意识
和能力。 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
影响的，在师幼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让
幼儿快乐， 幼儿也同样会带给教师快
乐。 为了让师幼互动中有更多的快乐，
幼儿教师不妨每天多一些微笑， 让微
笑成为自己的一种职业习惯。 教师的
微笑， 不仅可以将积极的情绪传染给
幼儿， 而且也会让教师自己的心情得
到改善……

为了在班级中营造一种快乐气氛，
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能直接给
大家带来快乐的活动，如“讲讲幼儿园
中有趣之事”、“幽默故事我来讲”、“幽
默动作我来做”等，经常在这种快乐的
活动中熏陶，教师和幼儿就会形成一种
发现快乐、制造快乐、享受快乐的意识
和能力。

与此同时， 幼儿教师平时也要注
意快乐资源（如儿童幽默故事、快乐游
戏、快乐舞蹈、快乐歌曲、快乐表情、快
乐身段语言等）的积累，比如开展一些
简单有趣的小游戏， 这些小游戏不需
要特殊的材料，随时随地都可以玩。 此

时，幼儿教师要学会忘掉年龄，全身心
地与幼儿一起“疯”起来：“疯”跑、“疯”
笑 、“疯 ”喊 、“疯 ”玩 、“疯 ”闹……这样
的过程对幼儿和教师都是一种释放和
交流。

最后， 幼儿教师要以欣赏的眼光
看待孩子， 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他们的
错误。

由于幼儿能力、经验、意志力有限，
幼儿犯错误往往呈现多发性、 常发性、
重复性等特点，这要求幼儿教师要有良
好的心态， 并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犯
错误是幼儿获得进步所必需的阶梯；幼
儿犯错误说明他在尝试做新事情；幼儿
敢犯错误说明他内心比较轻松； 相反，
幼儿不敢犯错误说明他心理处于不安
状态。

有了上述认识， 看到幼儿犯错误
时，教师的心态就会比较平和，就不会
为幼儿的错误生气，甚至还会创造条件
让幼儿去犯这个年龄段“应该”犯的错
误，进而促进幼儿更好地发展。

（作者单位系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本文选自作者所著《做个幸福
快乐的幼儿教师》一书，有删改）

行动研究 □ 莫源秋

换个角度看幼儿制造的“麻烦”
———基于快乐的师幼互动策略与措施

儿童是成人之师
———我读《有吸收力的心理》

图片新闻

7 月 10 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城区
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中国海警 33041 艇参观航
海设备，并在官兵的帮助下体验驾驶海警艇，喜
迎 7 月 11 日第九个“中国航海日”的到来。

索向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