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专版·广告

2020年 7 月 23 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视觉设计：朱伟

于漪再谈教育焦虑与美育：今天我们怎样做老师做家长

美是欣赏

她的第四次哽咽，是说到一位“捣蛋王”。
于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带过一个班级，有两位学生
“真的调皮捣蛋得拆天，高中生啊，不断给教师出难题”。于漪
不断家访，不是告状，是深入了解，寻找闪光点。慢慢地，彼此
共同语言多了，学生转变了，“做许多好事，还认真练字，字写
得很漂亮”。再后来，他们毕业，工作，退休。而其中一位，不幸
患上了癌症。于漪得知了情况，特地请同学带给他一包西洋
参，要他保重身体。“他很感动。他身体不好，已是七十多岁的
人，还专程上门来看我。”说到这，于漪哽咽了。
91岁的她动情感叹：“其实这种情分是无价的，不是金钱可
以衡量的。从中也可见，人是会变的，我们不能用凝固的、一成
不变的眼光来看待。小孩子的成长，是‘X’，这里头学问很大。”
上篇她讲到“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要尊重孩子的天
性，要发现孩子的优点，要呵护孩子的缺点”，强调“非常重要
的一条，是要创造和谐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发光”。那么，怎么
营造？她着重提了三个想法。

—美育访谈录特别篇（下）
——
■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

一定要去除冷漠、急躁、过度的
要求，温柔一点，温柔是心灵的优雅
要营造和谐愉悦的氛围， 让学生在这种氛围当中成长，
作为师长，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态好起来。
第一点，我们要端正心态，把握好两个不同。教师跟学
生，是成人和未成年人，首先有代际的不同。一般来说，师长
起码比孩子大十几岁二十几岁， 有的老师要大三十多岁。我
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个不同，把握这个不同。千万不能把自己
的思想言行，作为标杆来要求学生。
我们现在要求孩子，往往都是以成人的看法。我的想法
如何如何，我的做法如何如何，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我认为这
是怎样的。其实你小时候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笑），也是一
步步成长到今天的。现在你要拿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怎么可
能呢？没有人是没有缺点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再考
虑周到，也有不周到的事情。要求孩子面面俱到，怎么行呢？
我讲一件真事。有个孩子，读小学四年级，考卷发下来
了，数学得了 97 分，很高兴地回家。结果爸爸一看分数，面孔
马上板起来。先还不讲话，实在熬不住了，这位爸爸责问：“还
有 3 分到哪里去了？”孩子考到 97 分，很好了，应该是表扬
啊。学习，是很艰难的。我们自己学一点东西，真正学到脑子
里头，灵活运用，多么艰难。尤其对小孩子来说，学习是艰苦
的脑力劳动，哪能是百分之百。这位爸爸这么一说，好了，小
孩子吓坏了，还有 3 分讲不出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训斥的
杂音让小孩子背了个沉重的包袱， 下次一定要考 100 分的，
否则，还要挨骂，这怎么得了？
任何一个分数，考不出孩子的综合素质。没有一张考卷，
没有一个分数，能够衡量出孩子的整体素质。不可能的。它只
是一个手段，对某个阶段的学习，了解一下，衡量一下。所以
一定要把握，要去除这种冷漠、急躁、过度的要求。要温柔一
点。人的高贵，不仅在自身的修为，还肩挑教育好下一代的神
圣责任，薪火相传，绵延发展。作为师长，你要教育下一代，一
定要学会温柔。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是一种美。你温柔一点，
孩子接受教育就温暖，就比较和谐。
第二个不同是时代的不同。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孩子成
长的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革命、网络时代、
人工智能……孩子和我们小时候是大大不一样了。我们长辈
并不是什么都比小孩子强，比下一代强。我看到 2018 年全国
互联网网民的调研数据，我们的未成年网民规模是 1.69 亿，
近九成的未成年网民会使用网络， 包括学习交流等活动。我
们那个时候的小学生，跟现在的小学生比，怎么比啊。我想我
简直就是傻瓜一个。现在的孩子，视野多么开阔，电脑、电视、
手机，简直就是真的坐在家里见世界，咫尺天涯。远在天涯海
角，一个手机就能看到了。你得承认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
阶段。我和青年教师比，也许经验教训比他们多，但是我在信
息方面，根本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承认这个事实，才会有良
好的心态。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会虚心，就不会自以为是。
所以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心态好，有责任担当，就自然而然
地，会去除掉很多急躁，去除掉不切实际的要求。

孩子的成长都有他自身规律，父
母也好，教师也好，任何人不能代替
第二点，我觉得要调整视野，开拓追求的目标。
当今时代，真就是一个地球村，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视野。
不能只是看到课堂里头，就是一张考卷，就是一个家庭。一定
要把家庭、学校，放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大背景下来认识思
考。调整了视野，就能开拓培养的目标。孩子的成长都有他自
身的规律，任何人不能代替。父母也好，教师也好，没有一个
人可以替学生成长。古人讲的，“师傅引进门，修行在自身”。
他有他自己的成长规律， 我们只是帮助他打好做人的基础，
做人的底线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只是帮助他学些生存发展的
本领，为他们今后走健康的人生之路做准备。
基础打得好，打得正确，打得牢靠，打得宽泛，孩子就能
够发展得更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有用之才乃至于栋梁
之材。我们不是去虚无缥缈地高悬一些目标。不要听一些鼓
动，一些吹嘘，一味追求高职位、高收入，沉迷在荣华富贵里。
我前头讲到的“学以成人”为什么是中国教育的精神家园，因
为它有三个注重。
一是注重情感、道德、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教化。二是
注重对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三是注重对家庭、国家、
社会的奉献。这很有中国特色。我们学以成人，不是唯我独
尊，而是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推己及人，美美与共，世界
大同。追求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清楚。
中国人讲得很清楚，“天生我材必有用”“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成人、成才的道路，终究是四通八达的。我们过
去，六十几年前，我学什么，将来就做什么。现在不是的。进入
到了信息社会，人机共存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新的产业新
的职业层出不穷，你都想得到？都有预见性？不是这样的。
你有了基本的东西，把做人的底线牢牢把握住，有生存
发展的真本领，从根本上说，是不用怕的。我们要打开这样一

2009 年 9 月 4 日，于漪老师（右三）指导学生们精读自己主持编写的爱国文学精品读本《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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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的“办法”是从哪来的
郭泉真

曾经有一位非常叛逆的学生，被于漪春风化雨，后来
成为博士。
另一位现在的小学生，看到她一个教学案例后，被深
深打动。 据说这是上海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一堂经典公开
课：一位同学脱口而出发问，课文中的“万万”是什么意思，
惹得其他同学哄堂大笑。发问者一时十分尴尬。于漪这时
说：“大家都知道‘万万’等于‘亿’，那么这里为何不用‘亿’
而用‘万万’呢？”接着进一步互动、引导说：“是汉语言的叠
词叠韵之美，影响了此处的用词。”最后又说道：“请大家想
想，今天这一额外的课堂收获是怎么来的？大家要感谢谁
呢？请让我们用掌声表达对他的谢意。”就这样，在大家的
目光与掌声中，发问者又自信地抬起了头。
这正是于漪这次访谈讲到的“就势呵护”。呵护还不止
于当时。现在那位小学生看后，一下就因为感动而产生了
共鸣，并感叹“于老师真厉害呀”，进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对
她的尊敬、信任与认同。
她的“厉害”，她的办法，来自于很多个点的集合。
首先还是从爱出发。她这次访谈，四次哽咽，每一次都
是因为对孩子们的爱护之情。也正因为始终从爱出发，她这
两次访谈， 又常常是说中带笑， 为孩子们的缺点其实是可
爱、有趣而笑，为大人错把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孩子而笑，一
次又一次地， 确实如她学校老师所说，“哪怕批评的时候也
在笑”。其实对一些需要纠正的情况和现象，她一方面也很
是着急，所以一直没有停止花力气去思索，深挖根源，寻求
破解，但同时她又总是从爱出发，看到许多身处其中者的困
难其实是困惑，着力于解决他们认识上的误区。可以说，在
四次哽咽与频频笑言背后，都是一位教育者的初心与宽宏。
第二，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动机与格局，于是促使她思
索，勇于直面问题，始终紧盯问题。比如她很诚恳地说：要
看到现在的孩子有种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所以我们一
定要静下心来，学习做老师、做家长，要“直面问题，来很好
地认识，来很好地破解”。又如，她旗帜鲜明地一再强调：我
们身为师长，必须蹲下身来，认认真真了解孩子，想方设法
研究孩子， 努力走进他们的世界。“不了解怎么行？”“不研
究，怎么会有办法？”
第三，她的研究，抓真问题。从她的话，往往可以看出她
思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国家最最重要的是人，有了人就有
了一切。”她教课，从来不喜欢去教务处看分数。她做校长也
喜欢听课，老师水平一听就大致有数。她对孩子“办法多”，

个视野，不要一味只求悬的目标。要尽量考虑得很宽，而不是
很逼仄的，华山天险一条路。一切要从孩子的实际出发，从时
代的需求出发。

在你看来不值一提， 在他就是
困难，就解不开。你要帮他，要倾听
第三点，要协调我们感官的功能。作为师长，要增强亲和
力，要赢得孩子的信任、信赖、尊敬。根据我自己的体会与观
察，我们也用眼睛，但有的时候观察得不够细致、不够深入。
我们用得顶多的是嘴巴（笑），倒不是吃东西，而是不断地讲
话。对学生提要求，做这个，做那个，乃至于喋喋不休，絮絮叨
叨。学生烦死了。学生最讨厌的就是絮絮叨叨，你讲一遍好
了，你讲五遍十遍还要讲，没完没了。

秘诀就是研究。“对小孩子研究不够，自然就缺少办法。”“不
研究，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具体情况。打架其实不都是坏
事，有时候是打抱不平。”“不能脱离实际。西方来的有些是
对的，有些是不对的。因为国情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我们要
教育的人，是大视野、大情怀的，不是霸权主义、唯我独尊。”
进而，第四，她的办法，尊重规律。她不少话值得细品，
就因其中有紧扣规律的深入思考。她与记者讨论时，脱口
而出了一句：“小孩子要放在群体里头去帮助，形成‘场效
应’。”这就像交响乐里的每个乐器、每个音符，每个人找到
自己恰如其分的位置，心态就会和谐。所以她这次访谈从
交响乐说起，其实是深入思考后的结果，有内在的深层逻
辑。她还再三强调，小孩子特别是婴幼儿，一个月都一个样
的。七岁入学，大月份生的跟小月份生的就不一样，几个月
差别就不一样，“急不得的，急不了的，急不来的”。人不能
够破坏规律。我们中国讲究的不是控制自然，而是顺势，应
天地而教化。到那个天时，小孩子会豁然开朗的。
她最后讲到，美是熏陶，美是感染。她深情回忆“我们
老师讲爱国，并没有说你们要如何爱国，他就是讲得激情
澎湃，自然就感染了你”。她反复说“最好的教育是无痕迹
的。所以美育是一个突破，因为人人都追求美好，向往美
好。硬讲大道理，不要听的，现在小孩多少敏感。不能是我
们讲个正确的，马上就要他学。应该润物无声，在孩子面前
少‘吐槽’，多讲些好的、正面的事例，并请他们发表意见，
在讨论中潜移默化起效果”。
两次访谈后，记者最大感受是：教育确实是一门艺术，
要研究孩子，要研究规律，而且是认认真真地、当回事地去
研究，放到心头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如她所说，孩子的不足
就是你的不足，孩子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要潜移
就像一本漫画的书名——
默化，首先就得自己“有一身真本领”，首先得做好自己。事
实上，回想起来也忽然意识到：两次上门采访，两次都是 91
岁的她，自己前来开门迎接。虽然她的家人也在，但老人如
此坚持，就是一处润物无声的细节，在接触者意识到的那
一刻，埋下一点触动、一粒种子。“最好的教育是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
魂”，这句话其实蕴含着某种规律：做好自己，进而在自然而
然中，让对方的心灵被唤醒、意识到。大人和孩子是一场缘
分，孩子不是大人的物。好好对待孩子，做有办法的养育
者，从研究孩子、尊重规律、成为更好的自己开始。

我自己教课的时候，非常注意语言的得体和新鲜感。比如
讲“观察”，每次都尽量用不同的词，否则学生要腻的。我讲“打
开认识的窗户”，讲“识得真、勘得破”，讲“洞悉、穿透”，等等。
老是炒冷饭，学生怎么要听呢？高中的孩子，能够独立思考了。
他的世界里头，东西是很多的。我们要调整感官，改掉絮絮叨
叨的毛病，让耳朵多发挥一点功能，要倾听孩子的心声。
我过去很懵懂，以为上课上得一清如水，学生学得就好
了。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你讲得一清如水是基本要
求，但孩子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教育家卢梭讲过，我们出
生时，没有带任何东西，我们长大以后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教
育赐给我们的。这句话讲得很深刻。为什么教育能够带给我？
因为我有求知欲，我觉得很好奇，我有乐趣，我讲话大人听
啊，我某个方面有能力啊，我在形成良好的习惯啊。这些，不
能被破坏被漠视，在每个孩子身上表现得又不一样。
因此，我们一定要倾听学生的呼声。孩子他有内心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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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
你看来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在他，就是困难，困惑，他就解不开。
因此，你要帮他来承担，帮助他来排解，你要倾听他内心的需求。
要倾听，就要有亲和力。要知道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喜欢
什么，他关心什么。我做老师，我觉得起码要走进学生的“三个
世界”。第一，知识世界，这一点我们老师做得比较多。第二，他
还有生活世界，他对生活的向往，是些什么东西？生活世界是琳
琅满目的，这就有对的、有不对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引导。你要
走进他的生活世界，知道他追求什么，向往什么。第三是他的心
灵世界，所思所想，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别，等等。
我为了走进孩子的世界， 认认真真去学那些我不懂的东
西。男孩子往往喜欢体育，我觉得非常好。体育本身有一种精
神，团队的精神，不怕苦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奋斗的精神，
还有技能技巧，对发展脑子都很有好处的。我做班主任，做校
长，都非常重视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门课，而是孩子成长的一
个方面。为了和孩子有共同语言，彼此的心弦，就要对准音调。
一个交响乐，它的提琴和钢琴，要对得起来的。对准音调，你讲
的话，才能在他心中弹奏，发出音响，才能引起共鸣。因此，我真
的去看足球，去看场上什么是前锋，什么是中场，什么是后卫，
后卫里头什么是“清道夫”，现在“清道夫”不谈了（笑）。当时踢
中场最有名的，是容志行，他是怎么样的，迟尚斌又是怎样的。
我本不注意足球，因为学生喜欢，我就要了解，我也就喜欢
上了。后来发现，足球赛就是人生，学问大了。女孩子喜欢排球，
我也跟她们一道打排球。男排女排特点是什么，女排精神是怎
样的，二传手谁最好，郎平为什么她这个“铁榔头”是行的……
你说，不进去，怎么会有亲和力呢？
我跟高中同学经常谈什么？谈文学。新出来一本书，他有他
的看法，有的时候你是想不到的。谈音乐，谈艺术，谈画画。谈为
什么画画里头，中国人讲究空白，为什么西洋画不讲究。他会有
他自己的很多想法。这对我们教师来说，就是学习的养料。
倾听，本身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品质。中国人是讲君子之道
的。君子的气质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谦虚，虚怀若谷。倾
听孩子，你就跟他有很多共同语言，你才有亲和力。有位女孩
子，原来是坐不住的。她的奶奶就教她绣花，这位奶奶很有教
养。后来慢慢地，她坐得住了。她把绣的花拿来给我看，这里针
脚如何，那里没有绣好，说我原来心像猫抓心一样（笑），特别叮
嘱我“于老师，你不要告诉别人噢，我只告诉你听”。你说这种珍
贵的信任，去哪里找？
所以说，倾听非常重要。我自己也有教训。我就一个儿子。
我平时不大管他学习的，我只管做人。我当时管他就两件事情。
第一，不是自己的东西，金子也不能碰。第二，不能说一句谎。因
为孩子说谎，就是坏的开始。他再闯祸都不要紧的，不能说谎。
他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晚上，我难得翻他作业，一看，
数学本子上，60 分改成 100 分，乱七八糟的。他当时已经睡觉
了。我就把他喊起床，问他怎么回事情，他又说不清楚。我当时
住复旦大学宿舍，班主任家就在不远处，我就带他过去。因为说
谎是不能原谅的。教育求其真，防微杜渐，任何坏事都是从小的
开始。闯祸，打掉一碗饭，这都无所谓的，没有关系的，就要说真
话，所以我非常重视。
到了班主任老师家询问，老师说明了情况。原来不是他，是
旁边一个同学捣蛋写的。我当然就不责怪他了。我们当时住在
宿舍底楼，有块小黑板，平时工作很忙，有什么事情就写在小黑
板上。第二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小黑板上面写了一句话：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笑）。我赶紧检讨，我说对的，我首先就没有信
任他，我应该认真地听他把话说清楚，而不是急着去核实。家庭
成员不是大压小，而是大家要服从道理，明理。

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该管的管得太
少。要耐心等待，精心呵护，耐心教育
最后我想说，真正该在意的是什么。有的时候，老师也好，
家长也好， 其实把孩子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忘掉了，
就是习惯，培养良好的习惯。
习惯形成素质，素质形成品质。我们现在，不该管的管得太
多，该管的管得太少。不和谐啊。我记得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
讲过：好的习惯，就好像精神世界里存放的资本，它会不断地增
长，你一辈子都用不完它的利息；而坏的习惯，就好像是道德上
还不清的债，它会不断用利息来折磨你。好的用不完，坏的偿还
不完，不断地折磨你，乃至于破坏了你的创业，你的道德。其实
这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对孩子生活的良好习惯，尊老爱幼的习
惯，推己及人的习惯，要很好地帮助他去养成。学校里头，学业
成绩不好的，往往首先都是学习习惯不好。我教了很多学业困
难的孩子，几乎都是因为学习伊始有了不好的习惯，纠正起来
十分困难。学习有良好的习惯，做人有良好的习惯，生活有良好
的习惯，这就是秩序。交响乐之所以和谐，它有秩序。主次详略，
长音短音，都是很规范的。没有秩序，没有规律性，怎么会和谐
呢。社会的和谐一定要有秩序，家庭有秩序，学校有秩序，社会
就有良好的秩序，每个人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
习惯养成，其实是从被动的，到主动的，再到自动的。学生
很小，你告诉他，看见年长的人，应该叫什么，他听你的，是遵
从，是被动的。慢慢地，他应该是主动的，主动认为这样是对的。
我已经十几岁了， 晚上可以把大家吃的饭碗收拾好了去洗，成
为一种习惯。吃饭了，大人没有动筷子，我最好要等爸爸妈妈来
了以后，再一起吃，养成良好习惯。到了最后，认同了以后，习以
为常了，就内化为自己的，我必须这样做。红灯，没人，我也不
走，我自己必须遵守，这就自动了。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全方位的人
的培养。我开头讲，交响乐那么和谐，一定是指挥者很好。比如
指挥家余隆，比如老一辈的黄贻钧。指挥者的修养很重要，要让
每个乐器发挥功能。黄贻钧会十四种乐器，吹拉弹唱，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爵士鼓、风琴、小号、圆号都会。这样，他就能够
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指挥全部演奏员。在他指挥下，演奏员是
不能懈怠的，吐法、弓法、弹法、敲法有没有问题，一目了然。所
以今天，我们教师要继续学习，要有育人的真本领。家长，怎样
做家长，恐怕同样也是要学习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问
题，面对的是我们可爱的孩子，国家的后代，民族的希望。
今天怎样做教师，今天怎样做父亲，这个鲁迅先生提出来
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要解答的，要有时代色彩的解答。因为人总
是未完成的。我们带着已知的可能性，再进入新的可能性。我们
的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鲁迅先生讲，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三角形的斜面， 这是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
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作为师长，我们要耐心等待，精心地呵
护，耐心地教育。要创造和谐，就要“慢慢走，欣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