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反思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儿童立场，是当下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主题。关切日常教育生活的内在意义，

学会过一种反思的教育生活，活在师生关系结构之中，由此树立对儿童世界的尊重，理解儿童世界的内在逻辑，尊重儿童的各

种念想，给予儿童尝试错误的空间，让他们在失败中学习，最终落实为儿童的积极发展，这将使得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儿童立场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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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育生活中儿童立场如何可能
◆刘铁芳

教育真实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交往中

的每个细节都可能具有细微的教育意义。关注儿童

发展，需要我们对日常教育生活有一种细致入微的

敏感性。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把对儿童的尊重和

引导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让我们对儿

童的影响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当前社会中还远没

有树立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即使是少数持有儿童

本位理念的先行者，其在日常生活之中同样难免流

露出成人本位的生存姿态，在儿童面前耳提面命，居

高临下。反思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儿童立场，乃是当下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主题。

一、教育是一种关系：活在师生关系结构中

钱理群先生在《〈藤野先生〉：鲁迅如何写教

师》 [1]一文中分析到：

本文是通过自己和藤野先生的交往来写教师

的；因此，文章中显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藤野先

生，二是“我”，文章是在“我”和“藤野先生”
的关系结构中来写“我”的老师的。

开头五段写“我”与中国留学生的格格不入、
写“我”在仙台生活的不适应，都揭示了“我”生

存状态的困境。而藤野先生正是在“我”无法摆脱

困境的绝望情况下出现的，他对“我”的毫不经意

的关怀，对于“我”孤寂的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慰藉。
钱理群先生的分析对我们如何理解教师之于学

生的意义极富启发性。教师对于学生的意义总是以

教师所开启的心理结构为基础。如果教师对学生的

影响契合了学生的内在心理需要，那么教师的影响

就会在学生的心理结构中呈现扩展的态势。学生的

心理结构则直接联结着学生个人的精神成长历程，

我们需要把学生放在自我精神发展的历史中来显现

教师之于学生发展的生命意义。正如《藤野先生》
一文，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我”的生存的、精神的

困境以后，才能更充分地理解作为日本教师的藤野

先生对于“我”的意义。
如果教师全然忽视了学生对教学的接受状态，

只顾着展现自身的教学魅力，或者程式化地完成自

己的教育教学工作，那么教师的影响就难以进入学

生当下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意味着教育在任何时候

都是一种关系，都需要立足于师生的关系结构来理

解与实践。如何立足儿童来思考教育行为的意义，

这对于我们如何做教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教育的

质量即学生在课堂中、在交往中、在童年生活中的

生命质量。教师总是以成全学生生命的方式来成全

自己的。
“有意思的是，所有‘我’的这些困境，藤野

先生都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他仅仅是凭着一个

教师的职业责任感和一个医学研究者对学术的热

情、忠诚，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也并没有特别看上

这位中国留学生。但越是平常，越是不经意，就越

是珍贵。这也是藤野先生绝对没有想到的：他的这

些自然表现，却在‘我’的心灵中引起巨大波澜，

并且引发出崇高的敬意。”[1]这意味着教师对学生的

理解，其实是一种无时不有的学生立场，也就是一

种态度，而并不一定是基于教师对每个学生的生存

境遇的准确了解。活在师生关系结构之中，才是教

师生存的本质。

二、尊重儿童自己的生活世界

教育活动需要更多地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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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作为理念的以学生为本，一般会得到认同，

但实践起来往往事与愿违。小学语文课《我不是最

弱小的》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托利亚和萨沙、爸

爸、妈妈在森林里玩，突然下大雨，雨伞在谦让中

依次传递，每个人都要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萨沙

把雨衣盖在蔷薇花上。萨沙说：“现在我不是最弱

小的了。”这节课前面都上得井井有条、清晰流畅，

结尾时教师设计了一个问题，让大家表达一下蔷薇

花的心声，学生们说开了：“你是救命恩人。”
“我要报答你。”“谢谢你救了我。”“谢谢你，萨

沙。”学生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不过是在重复

成人世界中的答谢话语，彼此之间基本是同一层次

话语的重复。这里折射出来的是教师的教学并没有

提升学生对此问题情境的理解与应对方式，这也说

明教师的教学语言贫乏。语言的贫乏，其实就是生

命贫乏的表征。
那么，教师怎样超越成人世界的话语框架，切

实地回到儿童世界，引导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

世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让他们漂浮在成

人世界的话语圈之中无法展开属于自己的想象世

界？这意味着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尽可能地引导学

生进入当下的教学情境之中，在面对当下真实情境

的过程中敞开自己的思维、情感、态度。譬如，就

前面的课例而言，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站在不同角

度说出自己的心声：父母的心声是关心孩子，传递

并启迪爱；哥哥的心声是关心妹妹，承担自己作为

哥哥的责任；妹妹萨沙的心声是感谢爱、生长爱并

传递爱；蔷薇花的心声是感谢爱，孕育美丽，装点

世界。但这还是单向度的，教师还可以从另一个角

度来启迪学生，即弱者并不仅仅是单纯爱的接受者

或单向度传递者，他们同时也是爱的主体，换言

之，他们也可以是爱的施予者。譬如，蔷薇花也可

以这样表达：“萨沙，把伞拿回去吧，我没问题

的，没那么娇嫩！”当然，学生的表达是不需要设

计边界的，重要的是让他们真正进入情境体验之

中，确切地说是让他们成为教学情境的一部分。这

样，学生就会在不同角色的冲撞中得到激励，并在

彼此关爱之中获得对个人置身世界之中的复杂关系

的认同，单一的成人世界话语就可能得到超越，儿

童就可能真实地进入当下的教育情境，而不是浮光

掠影地作为成人世界的传声筒。
显然，以学生为本，并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发

言，或者由原来的满堂灌变成满堂问。如果课堂不

能真正开启属于儿童自己的想象的、理智的世界，

那么这样的课堂表面上是以学生为本，其实质不过

是作为成人世界延伸的儿童为本，而不是作为拥有

独立价值的儿童世界中的儿童为本。回到儿童，意

味着要回到拥有着童真、童趣、独特儿童价值的儿

童生活世界，启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

式、价值理解和审美情趣，而不是简单地印证、认

同成人世界的规则与秩序，让学生不跪着读书。学

会思考，陶冶情感，孕育心灵，拓展自我，这样成

长起来的学生才是真正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

性、拥有自身独立价值的健全个体，而不是作为成

人世界的延伸，也就是小大人而存在。
儿童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跟成人的世

界是不同的。一旦强势的成人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

他们的世界，儿童世界的逻辑就会处于遮蔽状态，

儿童就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而会不可

避免地被置于成人世界逻辑的干预与改造之中。当

然，这绝不意味着成人不需要帮助需要帮助的儿童

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而是说成人的帮助需要建立

在对儿童世界的充分理解之上。成人关注儿童的世

界，目的是让他们的世界得到完满，而不是依照成

人自己的设想，想当然地强加给儿童。这意味着成

人要对儿童世界及其内在逻辑充分尊重，不是动辄

用成人世界的方式去改造他们。唯有当我们进入儿

童生活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并且充

分尊重这个世界，才可能合理而积极地引导儿童生

活世界的扩展，否则就只能是粗暴地改造着儿童的

生活世界。

三、理解并尊重儿童的想法

25 岁时全裸出演电影《颐和园》的演员郝蕾，

其演艺生涯一直充满争议。在当下娱乐界，她有一

种特别难得的性情，甚至有一股“女歹徒”的气

质：不假装、不示弱、不回避、不妥协、不多要，

认准了就载欣载奔。刚会说话时，郝蕾就指着电视

对奶奶说：“我以后一定要进到里面去。”上中学

后，同学当她神经病，因为她老劝同学赶紧买个本

子让她签个名，要不以后就不容易找她签了。她

说：“我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意念，我一定要做成这

件事。” [2]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郝蕾小时候的梦想成就了

她的今天，或者说我们不能拿今天一个人的成功与

失败来看一个人小时候的念想的意义，成功的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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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童年的念想对于此刻

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把儿童的奇思妙想

看成是当下儿童的生存姿态，即使他们今后并没有

沿着他们的梦想走下去，这种念想对于当下的他们

而言依然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其支撑了他

们的童年，让他们的童年生活因为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梦想和想法而富有意义，充满生气，不再是少年

老成。
正如卢梭所言：“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

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

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3]74 儿童的未

来是不可简单预知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为了不可

预知的未来而简单地规约他们的当下，更不能简单

地为未来而牺牲他们的现在。儿童时代的念想，无

疑是儿童生命成长的内在动力。虽然这种念想并不

一定都能变成现实，也并不需要都变成现实，但心

怀着自己的念想，无疑对于童年本身的丰富与美好

有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性意义。理解并且充分地尊重

他们的想法，关注并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以多元

的眼光去理解、包容每一个孩子的精神生态和成长方

式，可谓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我们承认儿童有独

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

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4]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多去倾听孩子

的奇思妙想，哪怕是荒唐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尝

试着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奇思妙想；即使

不能有效地理解他们的想法，只要这种想法有着基

本的正当性，我们不妨即使不理解，也能接纳、鼓

励他们的想法。教师的热情与想象力的发挥，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包容学生的念想，理解并尊重他们的

念想，给予他们释放自己想法的足够空间，处处都

能从中发现对于儿童自身生命发展的意义。

四、让儿童拥有尝试错误的空间

儿童由于并没有习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经

验，做错事甚至犯错误是难免的，可以说，成长的

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超越错误的过程。让

儿童超越错误，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们尝试错误的

空间，让他们从中学会自我反思、自我调整，找到

合理的成长路径，而不是以简单的批评、指责、矫

正来替代儿童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正如卢梭所言，

“在他未犯错误以前，就应当向他指出他的错处；

而在他既犯以后，就决不要去责备他”，更不应当

对他说“我早就告诉你了”，甚至不仅不可使他感

到难堪，还要用好言好语把他因为没有听话而感到

的羞愧遮盖过去。“你对他的安慰，其本身就是对

他的一种教训，如果他对你的安慰不起任何疑心，

则这种教育便愈是能够收到效果。”[3]347- 348

有位高二教师上课时发现一女生写情书，便拿

起来朗诵，但并不是读她的情书，而是她写的抒情

文字。课后女生坦率承认，她写的确实是情书。一

位男生给她写了 7 封信，对于未拆封的 4 封信，她

愿意主动锁在教师的抽屉里。师生之间有如下一段

对话。[5]

“你这么信任我？”
“当然。”
“为什么？”
“您就做个月亮教师吧。”
“此话怎讲？”
“唯有月亮可以洞悉世间的一切，却又默然无语！”
洞悉一切又守口如瓶，对学生充满尊重和信

任，在关爱与呵护中促成学生的健康成长，这无疑

是一位教师面对学生时的基本姿态。课堂是学生出

错的地方，错出在课堂比出在未来成年生活之中要

好。如果教师 （包括父母） 在面对问题学生或者学

生的问题时，懂得多给他们的成长留有余地，努力

寻求最适合他们健康成长的方式，而不是只想着简

单地执行学校规章，或者发泄自己内心的怨愤，那

么学生的健康成长就会平添几分保障，甚至可以说

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就可避免。

五、理解儿童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失败

一旦儿童置身解决问题情境之中，其遭遇的失

败本身就是必要的尝试，也是儿童成长的经历。儿

童成长不仅包括成功体验的获得，同时也包括面对

失败过程中的各种体验以及面临失败寻求积极应对

办法的诸种努力。我们总是过于着急，对儿童的成

长失去耐心，或者以自己的方式来替代他们的自主

尝试。这实际上就大大弱化了儿童解决问题过程中

的多重学习的可能性。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学生认真制作火箭。学生 4 人一组，利用分发的维

京型火箭、操作指南以及材料进行组装。各组必须

精确测量、规划、组装作业成品，才算完成任务。
其中一组虽然做得很认真，却弄错了飞弹部分的配

置。来访问的教师当中有几个人频频朝那一组走

日常教育生活中儿童立场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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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为学生示范正确的组装方法。有好几次雷夫老

师都以有礼但坚定的口吻要求访客让学生自己摸

索。[6]教师为学生示范正确的组装方法，这在一般

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行为，雷夫老师却非常坚定地

要求访客让学生自己摸索。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是雷夫老师试图教给学生的终身受用的

课程的一部分。在雷夫看来，所谓失败，其实是身

为教师、成人的我们自行认定的；在 56 号教室，

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失败，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

题的尝试时才算失败。
对于儿童成长而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

程，是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

力。我们总是习惯于替代儿童思考，恰恰替代本身

就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儿童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往往以爱的名义来对儿童施以我们想当然地认

为他们需要的指导与教育，剥夺了儿童更多地自我

探究与尝试的机会。目的的正当性不自觉地遮蔽了

手段的不合理性，对儿童成长的危害往往是以爱的

名义在实行。
真正的教学不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因为被告

知事实是什么实际上阻碍了听者获得辨别能力、灵

巧能力和鉴赏力，而只有这些能力才能使人们与本

质的东西契合。因此，好的教学经常需要教师克制

说出其所知道的东西的欲望，因为那样会缩短学习

的过程，而恰恰是这一亲身体验学习的过程赋予了

学生意义感，对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有了感觉。海德

格尔进一步解释说，教比学更难，因为教意味着

“让—学习”（let- learn）。真正的教师除了学习本

身以外一无所教。[7]

六、旨在儿童发展的教育

强调教育生活中的儿童立场，目的是超越成人

取向的教育文化。凸显儿童立场，乃是要体现儿童

发展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迎合儿童当下的即时性需

要。“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具体教育实践活动展开

的真正的起点，既不能归于教师，也不能简单地归

于学生，而必须是置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既能对

教师具有引导性又能对学生发展具有引导性的事

物。这个‘引导性的事物’乃是建立在儿童生命之

上的儿童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儿童发展的客观需

要，以及与这种客观需要相契合的人类、民族文化

的精神内涵。教育的起点不在于教师也不是学生，

而是基于自然之上的儿童发展的可能性。”[8]教育生

活中的儿童立场最终还是要在理解儿童世界的内在

逻辑、尊重儿童的各种念想、给予儿童尝试错误的

空间、让他们在失败中学习之后，切实地转化成儿

童的发展。发展性的教育，意味着在儿童的现状与

教育目标之间建立切实的联系，内在地激励儿童对

真善美的追求，由此激发儿童自我发展的欲望与可

能性，从而给儿童周遭的教育生活以灵魂，实现教

育对个体发展的引导。
发展性教育旨在唤起每个儿童内心对美好事物

的追求，唤起他们积极生活的热情与勇气，同时也

培育他们积极生活的能力。当我们批评甚至惩罚有

过错的学生时，我们的批评和惩罚并不是目的，而

是要在其中体现对学生发展的引导，让他们找到健

康成长的内在依据和动力；同样，我们对学生的表

扬也不仅仅是为了表扬本身，而是为了促成他们的

自我发展与自我认同，扩展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之中，我们都要尽可能

地唤起学生内心对美好事物的爱，对真善美的爱，

由此唤起他们积极生活的态度，启发他们积极生活

的能力，让他们从小就学会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正

是一切美好教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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