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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言道“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事物的初始

往往包含着事物发展最重要的质素。 李镇西老师是

这样开始他的教师生涯的：
学生们陆续进校了，我朝教室走去。“ 老师好！”一

个声音响起。 我没有反应，继续朝前走。“ 老师好！ ”声

音大了一些，我仔细一看，是迎面而来越走越近的一

个男孩子发出的，他分明是在叫我。啊？原来是在向我

问好啊！ 我赶紧很认真地大声回答道：“ 你好！ ”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声对我说的“ 老师好”，那份

激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这声问候提醒我， 我已

经是一位老师了， 以后所有学生都会对我说：“ 老师

好！ ”那一刻，我的眼前春暖花开。
33 年后的今天，我问自己：“ 我还保持着最初的

童心吗？我现在已经是许多人眼里的所谓‘ 专家’了，
可是， 我内心深处还拥有当年第一次走进校园踏上

讲台的那份纯情，那份憧憬，那份真诚吗？ ”
然后，我又无愧地回答：“ 是的，我依然保持着！”

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从教 30 年后，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第一次进教

室时学生的问好声， 记得当时就对这朴实的问好发

生了一种心底的感动， 并且把这份初朴的感动保持

至今。能够被一个人铭记 30 年的事物一定是足以影

响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重要的事物。 李镇西之所以

成为李镇西，正是从那一刻，从与学生相遇的那一刻

所激发、展现出来的生命深处的感动，所昭示出来的

生命气质，影响着李镇西的人生之路。
那种素朴的感动何以可能？ 那种感动的发生正

是一个人基于自我淳朴生命的向着学生的无条件的

认同与开放性，直白地说，就是基于李镇西之自然天

性的对孩子们的爱与无条件的接纳。 换言之，李镇西

从教伊始就撇开了成为教师的诸种教条， 而是直接

诉诸自我对学生的真切感知与对教育的本真想象。
李镇西的教师人生一开始，就是以自我生命为依托，
来建构、拓展学生发展的生命空间，来建构、拓展着

自我作为中学教师的身份意识。 33 年后的今天，在他

身上依然开放性地保持着的， 正是其进入教师生涯

之初始所开启的向着学生的爱与返回自我的身份自

觉， 爱不断生长与升华为无处不在的成全生命的意

识与责任，自觉而至教育理性的发展与技艺的深化。

二

2014 年 12 月 24 日，我在北京和镇西老师一起

参加“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会议间隙，偶

然看到李镇西在微信上新发的一组和学生一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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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银杏叶的照片， 心底特别温暖。 他在博客中以

《 冬日里的灿烂青春》为题这样描述：
今天，成都冬日融融。银杏树金黄的叶子还没完

全褪尽。 午后，我拿着相机在校园捕捉美的镜头。 本

来我正专心拍银杏，结果呼啦啦跑过来一群孩子，争

着要和我照相，还要我和一起抛银杏叶。我和他们跳

着闹着，一个孩子在旁边用我的相机给我们拍照。一

个女孩说：“ 李老师，你好有童心啊！ ”一个男孩说：
“ 李老师，你好平易近人，我们好喜欢你呀！ ”孩子们

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我感到特别快乐！满目金色，但

最灿烂的还是孩子们的笑脸。
这组照片跟他三十年前跟首届学生在一起的照

片相比几乎没什么质的区别， 都是师生彼此的无挂

碍，也就是“ 无隔”。 他跟学生在一起的快乐，完全是

一种怡然自得的快乐， 是一种基于自我生命本真的

快乐，是一种无需理论支撑的快乐，是一种真实地享

受着和学生在一起的快乐。 正是在与学生相遇的真

实的快乐之中，李镇西找到了教育的真谛：让他人因

为我的存在而幸福。 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
一是幸福。好的教育一定要让人体验到幸福，找

到内心的幸福， 也即找到自我在教育情境中真实而

愉悦的存在， 由此而激活个人对教育的真情投入与

对自我成长的美好期许。个体成长的道路可谓漫长，
但缺少了内心的愉悦而充实，也即幸福的体验，那么

个体成长就失去了灵魂。李镇西的所有努力，归结起

来无非就是让孩子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找到自我发展

的灵魂，也即找到自我生命本真的幸福感。
二是他人。 每个人的幸福都跟他人分不开，幸福

最真实的源泉正是来自与他人的相遇，好的教育正是

在他人之中，并且通过他人来敞开自我。 李镇西的努

力无非就是努力以自我真实而完整的存在朝向学生，
并由此而开启学生向着他人的存在，让师生彼此活在

他人之中，活在彼此的共在之中。所谓的教育方法，或

者说所有的教育方法，不过是让师生找到彼此共同存

在，彼此激励，相互促进，最终彼此达成幸福体验的过

程。 在李镇西这里，教育的艺术其实就是跟学生在一

起，带着童心以及对学生的发自真诚的爱，全然无隔

地融入孩子们的世界， 和他们一起发现美的事物、欣

赏美的事物、创造美的事物、展现美的事物，进而以周

遭美的事物来深深地唤醒、启迪、激励、促进学生的生

命世界，也提升自我生命世界，并获得自身作为教师

生命的最大成全与本真的幸福。 正因为如此，从教 33
年的李镇西并没有总结出班主任兵法三十六计，而是

在以自己朴实的行动诠释直抵学生生命的最本真的

方法与路径。李镇西自身活生生的生命整体就是他的

教育实践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方法。
镇西老师曾经这样写道， 为了报答孩子们的童

心，“ 我尽量使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与学生融为一体。
每带一个新班， 我都把全班同学的生日工整地抄贴

在我书房的最醒目处，每个学生生日那天，我都送上

一本小书、笔记本或其他小礼物。 每次放假，我都安

排一次与学生的旅游： 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

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

生穿着铁钉鞋， 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

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

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 我和学

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同时又感到

无限幸福。 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

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

的。 ”[1]当镇西老师说，和学生在一起油然而生的无

限的幸福感以及这种幸福来源于 师生的共同 创造

时，我相信这绝非镇西老师的谦辞而是事实，这就是

李镇西的生命常态。 构成镇西老师教师生命常态的

关键质素就是无条件地面对儿童世 界的爱心与 童

心。 爱心让李镇西时刻心向着孩子， 始终保持对孩

子生命成长的敏感性与对周遭教育契机的敏锐，随

时预备着点燃孩子生命世界中的心灯； 童心则让自

己保持儿童视角，保持对儿童世界的明敏，避免成人

世界的僭妄，同时也保持自己对教育的初朴之心。
镇西老师爱学生而不滥爱，有童心而非幼稚，因

为他还有一种难得的独立思考的特质与理性精神。
换言之， 作为优秀教师的李镇西不仅有其与当教师

契合的天性与童心， 同时还有不断增长着的不可缺

少的反思意识与理性精神。 他清楚地意识到爱的方

向，“ 爱，是教育的前提；但远不是教育的全部。 由爱

升华为责任———对孩子的一生负责， 这才是教育的

真谛。 ”[2]他对自身身份有恰切的意识，“ 先为人，次

为知识分子，再为教育者，终为语文教师。”他特别关

注批判意识与创造立场，“ 知识分子的特质是思考，
是批判，是创造。高素质教师应该是一个思想触觉十

分灵敏的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思考，保持个

性，应该是每一个教育者坚定的人生信念。”[3]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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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识到这一切的基础乃是心灵的自由，“ 心灵自

由，就意味着独立思考，意味着不迷信任何权威，意

味着让思想的火炬熊熊燃烧。 ”不迷信权威，却不拒

绝学习， 恰恰相反， 镇西老师总是在不断地亲近大

师，走向先哲，理性精神的孕育源于其开放的心态与

坚持不懈地学习、借鉴、思考。 这其中不能不提的就

是苏霍姆林斯基。从李镇西的办公室到家里的书房，
到处都摆着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 他曾在三峡旅游

的轮船上进入《 帕夫雷什中学》 ；曾坐在医院的病房

里，一边守候病中的妻子，一边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

进行《 关于人的思考》 ；曾因阅读了《 给青年教师的建

议》 、《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而坚定了一辈子做教师

的信念。 苏霍姆林斯基带给李镇西的当然不止是从

教的信念， 更重要的是爱心的启迪与立足学校细微

的教育生活，踏实地观察、思考、探索，一点一滴解决

实际教育问题的能力。
如果说爱心乃是要保持教育实践的生命立场，即

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成全鲜活的生命，爱是对生

命最好的激励； 童心是要保持教育实践的儿童立场，
让我们任何时候都回到孩子，站在孩子的视角和儿童

发展的立场上来思考、 选择我们的教育行动方式，保

持教育实践的儿童趣味与审美品格；那么，独立思考

与理性精神则是要保持教育实践的文化立场与文明

视域，即教育培养人乃是要培养朝向文化与文明的现

代个体，不是培养孤芳自赏的神仙高人，教育也不是

个人任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人类、民族

的精神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镇西老师给我们提供了

一位优秀教师的人格范例， 即永怀教育的爱心与童

心，以独立思考、理性探究的方式，持久地在与一拨又

一拨的孩子们相遇的过程中践行合乎人性的教育。

三

李镇西所思 所行的并非 什么高深莫 测的 大 道

理，他的所思所行不过是———确切地说是应是———
教育的常识， 孩子的成长需要成人世界的爱心与童

心， 儿童的理性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民主与民主的教

育。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他用了何种严密的理论来论

证这些主题，而是他在真做，真切地实践。 他并非单

纯地想想这些教育的基本问题，而是全身心地去做，
也就是用自我生命来诠释教育的理论常识。 镇西老

师著作良多，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也许并不是他写

了多少本书， 而是他写的这些书背后所承载的饱含

着师生倾情交往的生动的生命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

所蕴含的一波又一波儿童生命的健全成长以及这种

成长中蕴含的美好教育的踪迹。 与其说他是要告诉

我们如何去做，毋宁说他是要把他所做的、所经历的

呈现给大家，和我们一起思考。他带给我们的不是作

为匠人的教师技艺，尽管他的诸多技艺也足以参照，
但更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他如何带着初朴的感动，以

真实而完整的自我进入到当下的教育情境之中，以

全身心开放的姿态， 随时准备着进入与每一个儿童

生命的整体相遇的情景之中。 他所达到的高度不是

或不只是用文字书写出来的， 而是用他质朴而温暖

的生命情怀与执著而坚定的教育理想所抒写出来的

教育实践的精神高度。
教师的价值在于我们自身， 在于我们自身所抵

达的教育的高度。 堪称优秀的教师在自我抵达中不

仅获得自身存在的优秀， 同样也获得了自我生命的

完满，获得了教师的幸福。作为教师的李镇西是幸福

的，这种幸福写在他的脸上，在他跟学生在一起的真

实笑容里，在他谈论起教育问题时的热情与激昂里，
他的幸福正是他作为优秀教师的自我酬报。 一位优

秀教师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一种不需要别的尺度来

衡量的自主性价值。 教师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成为更

优秀的教师，成为卓越的教师，而不是依靠当校长、
局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成为好教师本身就是一种

价值。今日李镇西也是一位普通中学的校长，但他的

本色就是一位老师，一位离不开学生、离不开教室的

中学教师。 李镇西用他的生命实践来阐释什么是教

师、什么是好的教师。
也许李镇西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每天所从事的不过是日常教育小事， 但他怀着一

颗真诚而广博的爱心来做细小的事情， 和学生一起

踢毽子，一起郊游，一起合影，一起漫无边际地游戏，
同时像蜜蜂一样不断地采集属于自己和学生的成长

故事，酿造自己的教育心得。他让细琐的教育生活平

凡而不平庸，他把细小的教育工作提升到启迪、激励

美善人心与美好人性的高度， 提升到人的教育的高

度，这个高度其实原本就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教育实

践都需要寻求的高度。 李镇西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伟

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以他对教育、对孩子的

一份细腻与敏感，以及对教育的一份理性与韧性，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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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更充分地行走在日常教育生活之中。 他以普通

中学教师的身份尽可能多地成全了 他所周遭的 学

生，也尽可能充分地成全了他自己，他活出的是一个

普通的教师、 一个置身浮躁与喧嚣时代之中的中国

人的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李镇西不是高高在上的榜样，而是我们的兄弟、

朋友，他在我们之中，和我们一起，而非在我们之上。
他的韧性的坚持与不懈的努力就是要提示我们，每

个人，你、我、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们都可以怀

着一颗伟大的心做细小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从脚下

一亩三分地出发，开启从自我通往他人与社会、通往

未来的生命通道，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多一点，做得更

好一点，我们都可以更好一点，我们所遭遇的孩子们

也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无法许诺孩子们

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此时此刻，我们与孩子们的温暖

相遇，本身就是美好的，就是在开启美好的未来。
李镇西向老师们提出“ 幸福比优秀更重要”，这

其中所传递的意蕴就是， 一个人不断地追求自我存

在的优秀，但任何优秀的实践，都需要不断地回到自

我本身，回到自我生命的充实与愉悦，也即回到自我

人生的幸福体验。惟其如此，这样的优秀才是建基于

自我生命的，因而是真实的而非表演性的，是可以凭

借自我生命的幸福体验而持久地坚持的， 而非为了

取悦于人， 以致弱化了自我在教师生涯实践中的存

在，因而无法长久坚持。 镇西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
也即李镇西越来越优秀， 但这种优秀的本源正在于

中学教师李镇西，也即他始终坚持的自我本色，也即

他在中学教师李镇西的身份与世界中所释放、 感受

到的生命的充实与愉悦。换言之，正是他在学校生活

中，在跟孩子们的生动交往中，在他得心应手、游刃

有余的细微的教育实践中，所释放、展现出来的自我

生命的真实的爱与创造力，滋养着他的名声与气象，
他的名与气也就始终具有着生动而 真实的生命 底

蕴。 他幸福地践行着带有李镇西生命痕迹的教育实

践， 同样他也在带有李镇西生命痕迹的富于爱与智

慧的教育实践中幸福着。 我们每个人的名声与气象

都植根于我们自身的生命实践， 当我们在优秀中幸

福着，在幸福中优秀着，我们就在我们的优秀与幸福

体验中抵达教育的真谛、生命的真谛。
正如阿伦特所言， 每个人都具有开端启新的能

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心。 一个优良的社会

正是有无数个微中心，每个人都向着世界散发出自己

尽可能耀眼的微弱之光芒， 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光；每

个人都尽可能地照亮力所能及的他人，每个人的前程

便都会闪耀出希望；每个人自我的改变都是社会变革

的一部分。李镇西就是以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地让自

己成为社会的微中心，影响着他所能及的人们，影响

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教师，他在以自己弱小但

不可忽视的努力奉献于这个时代与社会。
近年来， 一直感怀于鲁迅所写：“ 优胜者固然可

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

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 乃正是中国将

来的脊梁。”心中逐渐明白鲁迅所期待的“ 韧性”的坚

持，我们身边“ 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

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

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 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民族的进步与社会的改进，决不是靠

一朝一夕的呐喊所能达成， 需要的正是无数像李镇

西一样 33 年不改初衷、坚持不懈、持续地往上走，而

且能不断享受着这种坚持、幸福着这种坚持的人，这

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希望与脊梁所在。
（ 责任编辑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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