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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怀教育理想的冲动
——写在《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出版之际
● 文 / 刘铁芳

我生长在中国极为普通的农民家庭，常

常萦怀的是与年少的我相遇的家乡山水人事

以及从这种交往中所获得的乡村少年的生命

的感动与温润，正是这种感动与温润，成为

我年少生命世界的亮光，滋润我的童年与梦

想。我是带着乡村少年的一份腼腆与梦想，

怯生生地进入这个日渐繁荣而复杂的世界。

常常自我惊叹于自己的理想情怀，那是一个

固执的乡村少年对人生与世界的真诚期待与

美好想象。

曾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在湘江边散

步，看到旭日一点点从东方升起，连同对岸

的高楼，映照在江水之中，把山水洲城联接

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随手拍成一张照片，就

很动人。遇到天气不好，看不见太阳，同样

的场景却变得索然无味，眼前的事物只是散

乱地凑合在个人的视线里。我突然明白，正

是早晨的阳光赋予山水洲城的组合以灵魂，

让阳光掩映中的万物呈现出勃勃生机，让古

老的大地显现出生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视线

中的诸种事物是构成一幅图画的构件，也即

质料，那么，旭日就是使得这幅画显现出意

义的形式所在。

其实，人的成长也一样，肉身以及基于

肉身的行动，乃是人生的质料。但人之为人

不止于此，人不止是行走的肉身，人追求生

命的意义。人不仅追求活着，而且追求更好

地活着。求得更好的生活，更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正是对更好、更

有意义生活的欲求，让行走的肉身呈现出积

极向上的生命活力，从而引导个体精神生命

的生长生成。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一位

乡村少年的内心期待与理想主义坚守，其根

源正是在年少的生活中扎下根来的对美好生

活的欲求与期待，这种期待浸润了一个质朴

少年倔强的心灵，永不消逝。

从这里出发，从年少时朦胧孕育的生命

渴望出发，我开始找到了进入教育堂奥的隐

秘的通道，那就是如何让教育成为一个人年

少阶段美好事物的经历，这种经历乃是以个

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有教养的人的根基。

人作为行走的肉身的成长过程，乃是动物性

的，是基于本能的生长；人作为欲求更高、

更美好生活的生命存在，则是人化的过程，

是人性因为美好事物的浸润而得以濡化的过

程，是基于教育的引领。教育的过程就是以

激发个体美善事物的欲求来促成个体生命的

自我生长与生成。人的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整

体，但不管人的生命多么复杂，其灵魂就在

于对更高、更好生活的欲求。人的教育同样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教育如何复杂，

其灵魂就在激活个体内心对美好事物的欲

求，以此来激励个体生命不断的自我生长与

生成。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灵魂就是引导

着人不断地去欲求着美好事物，以个体心灵

中不断萌生的对美好事物的欲求来激励、引

导个体生命的自我成长。

我常常思考，教育总是人的教育，教育

的根本属性乃是其属人性。换言之，好的教

育总是属于人的，归属于人的，这个人当然

是教育情境中的人。这意味着好的教育的好

一定是教育情境中的人就能体验到的好。好

的学校教育并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问题，或

者说，首先不是一个需要理论来论证的问题，

而一定是置身其中的学生与教师直接地感受

到好的教育，进而通过这种教育实践，让学

生和教师都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成全的教育。

教育质量的根本乃是孩子们的生命质量，是

他们如何凭借当下充实丰富而美好的教育生

活，走向健全的人生。好的学校教育，其中

《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

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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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如何给人以美好事物的经历。一

个人，从小开始就能够充分地获得美好

事物的体验，这种体验就会成为其行走

一生的精神基础。他们今后走向何方，

经历何种非预期的事物，但年少阶段照

亮个体心灵的美好事物将永远不会消失，

人性的亮光永驻心中，由此而让他们的

内心始终保留着人性之高贵的可能性。

走进一所学校，走进一节课堂，我

常常诉诸本原的感受，也就是一个人作

为普通个人的最直接的、本原性的感受。

我们的理论论证不过是充实、完善这种

本原性的感受，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所让人讨厌的学校，一节让人讨厌的

课堂，无论我们用什么理论来论证它们

是多么“高大上”，我都只能说这是不

可能的。我们最本源的感受是什么？就

是生命感，是活生生的生命感，是对年

轻生命积极向上、蓬勃生长的欲求与状

态的感受。失去了生命的生长感，我们

眼中的学校、课堂，就不过是暮气沉沉。

优良的教育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让个体找

到生命的生成与生长感。没有生命的生

长与生成渗透其中，学校教育就是没有

灵魂的实践。

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两个：其一，教

育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任何教育都需

要回到个体，回到个体的自我成长与自

我教育；其二，个体自我成长、自我教

育的关键在于个体的心灵，在于心灵对

美好事物的欲求，正是个体内心之中萌

发出来的对美好事物的欲求激发个体自

我成长的力量，引领个体自我成长的方

向。教育的根本在于个体自身，教育如

不能激发个体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则

教育必然走向被动灌输，就不可能有健

全自我的生长生成。自我成长的根本在

于心灵，在于个体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欲

求，由此而构成个体成长的方向与动力。

缺乏美好事物的体验，个体内心缺少了

光亮，个体发展就是盲目的，无法聚集

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人性之湍流找不

到合理的方向，个体就只能作为智能性

的动物横向发展其社会适应能力，而不

足以作为自主而完整的人成全其积极向

上的人性。

人类发展历经茹毛饮血，是什么照

亮了人类漫漫长夜，进而显现文明的曙

光？什么是支撑人类文明之光愈益壮大

的内在动力？那照亮人类的夜空的，是

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一种文化，

是否有高下之别？关键在于其中所隐含

的对美善事物的追求。文化的高下，不

在其外在的形式，而在其内涵，在其内

在对美善事物追求的程度。所谓“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一种文化，只要其灵魂在激励人们对美

善事物的欲求，这种文化就是有高度的，

合乎人性的。

个体发展同样经历懵懂无知的婴幼

儿时代，是什么照亮了个体的心智，让

个体一点点走出蒙昧无知？那点燃个体

蒙昧的，正是个体内心之中对真善美等

美好事物的渴望。个体生命的高度，并

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而在于其内心欲

求真善美的程度，在于其在何种程度上

追求和实践着真善美的生命理想。教育

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文化的过程。那些从

未为美好事物所浸润的心灵，那些从来

没有被人类优美的文化所浸润、打动的

人，他们的灵魂之中从来就没有被充分

地激励出美好事物的火花，缺少了美好

事物的欲求，他们的人生难免处于不安、

迷茫、没有方向的状态之中，某一天走

上不归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

恶在某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我们当然需

要谴责他们的恶。但仅仅谴责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寻求预防、遏制恶的

发生的力量，那就是如何在每个人的心

中播下美善事物的种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抱怨：我

们今天的教育正越来越多地培养有知识

而无文化的人。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偏颇，

但其中确实折射出今日学校教育的某种

困境，那就是我们在造就越来越多的知

识丰富、智力优秀的年轻人之时，却并

没有寄予他们以相应的文化影响。这其

中隐含的问题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知识的教育与文化的影响并不相同；知

识的习得更多地关乎思维，文化影响的

获致则关乎整个人的存在，首当其冲关

乎人的心灵；知识更多地以一种显在的

方式教——学，文化的影响则更多地是

一种悄无声息的浸润。文化究其实质而

言乃是人的活法，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

文化的中心是价值，人类优秀的文化之

所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正在于其中

所蕴含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精神祈求，

朝向文化的过程就是内心为美好事物

所吸引、自觉浸润其中的过程。也正

因为如此，教育的过程与文化的过程

同构，教育的过程就是把人类文化中

所蕴含的美好事物的欲求转化成正在

成长中的青少年个体内心之中对美好

事物的生动欲求。

学校教育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但

人类欲求美好事物的心灵不变，学校教

育以唤起个体美好事物的欲求作为教育

的根本目的不变，优良的教育就是如何

给予个体美好事物的经历。点燃人的内

心，才是学校教育的灵魂之所在。某个

学生可能就是因为学校教育有形无形中

的一个充满激励的行动，——无形更加

可贵，这意味着对学生的引导与激励已

成为学校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唤起了

学生内心的转变，从而唤起学生整体生

命姿态的转变，由此而成为个体人生转

变的契机。没有理想的教育可能是高效

的，但必然是平庸的。斯特劳斯一语中的：

“所谓平庸，就是缺乏美好事物的经历。”

好的学校教育，一定是当下就能感

教育学究其根坻而言，
就是人学。我坚信，通
往理想的道路并不会直
接地君临现实，而一定
首先显现在人的心中。
当理想在心中涌动，路
就在脚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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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哦……原来教育是这样幸福
● 文 / 曾令斌

刘铁芳老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

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导师，是一位充满温情

的教育学者……

作为刘老师曾经的学生，刘老师常对

我们说：“要爱这个并不可爱的世界。”

我想，用这句话来概括他对教育的热爱最

恰切不过了。他始终抱着对教育的“爱”，

探寻“什么是好的教育”，试图从教育的

历史长河中去发现人类美好的教育记忆和

教育事件，试图从日常的教育生活中去挖

掘“理想的教育原型”，点燃激情，去爱

这“并不可爱”的教育。

《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教育的哲

学阐释》不是对教育的空洞畅谈，而是从

点点滴滴去发现美好的教育，让之展现在

每一个读者面前。“好的教育就在那里”，

每一美好的教育记忆和教育事件都在“低

语”，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倾听”。

刘老师的这本书就是要教我们去倾听

教育的声音，去热爱教育的本性。学校教

育是“有灵魂的”——

教育：唤起对美好事物的欲求

学生：成为向学的生命

教师：活在师生关系之中

教学：让……学习

学校：从学园到家园

校长：把教育的本质带入当下

刘老师称之为“学校教育的哲学阐

释”，在深入阅读后发现，它并不“哲学”，

我更愿意称之为“美好教育的集合”。在

刘老师的“召唤”下，一桩桩美好的教育

记忆和教育事件有序地“走来”，于是就

汇聚成了“好的教育”的模样。

读这样一本书是幸福的，让我们看到

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老师，不一样的

学校，不一样的校长，像是在“教育的童

话王国”。但这不是童话，这些教育记忆

和事件真真切切地发生过，这里学生的幸

福是真实的。在应试教育成长下的我不由

自主地感叹和羡慕——哦……原来教育是

这样幸福！

作者系重庆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觉到好的教育，也就是个体能从中获得

美好事物体验的教育。好的学校教育意

味着唤起美好事物的欲求于当下，好的

事物在当下，在此时此地，向着个体涌

现，使得个体成为向着好的事物开启的

存在，成为欲求着美好事物的存在。好

的学校教育，让当下的孩子找到自我生

命的尊严与作为儿童存在的幸福感。“让

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叶澜），就是凸

显教育过程的生命性，强调在当下的教

育中直接地促成个体尊严与幸福的达成。

好的学校教育不仅直接地影响着当下，

确切地说，直接地构建着个体当下的美

好生存，同时作为结果指向未来，指向

个体完整人格的生成。换言之，好的学

校教育总是意味着个体越来越多地欲求

美好事物，从而以开放性的对美好事物

的不断欲求引领着个体积极向上的人生。

我们今天的教育应该牢固地树立以

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确切地说，是以

学生发展为本，任何时候都紧盯着学生

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在任何教育情景

之中都能执守我们作为教师应有的自由、

从容、优雅的内心品质，以教师生命的

卓越来激励学生，感染学生，焕发学生

内心的自由、从容与优雅，由此而切实

地回到儿童立场，回到生命关怀，回到

文化育人，同时也切实地让教师回到自

身。缺少了教师自我生命的卓越，就不

可能有卓越的学生生命状态的显现，在

很大程度上，学生就是教师生命的影子。

教育学究其根坻而言，就是人学。教师

置身教育实践中的生命品质实际上就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实践本身所能达

的境界。

就这样且行且思，我抒写着好的学校

教育的要义：教育的核心是育人，学校

教育就是以对美善事物的欲求来激励个

体成人；学校教育的根本着眼点是学生，

学生之为学生的根本在于积极向学的生

命；教师之为教师就是活在师生关系之

中，成全学生的生命；教学就是师生一道，

让学生学习，促成学生自主发展的活动；

人文校园给师生优良的学校教育生活提

供背景，学校教育就其实质而言，就是

师生在人文化校园中所发生的活生生的

交往；好的校长把教育的本质带入当下，

让学校教育的理想一点点向着现实转化。

学生迷恋着美好事物，教师心向着

学生，以成就学生为己任，校长在理念

世界中紧盯着学生健全发展的同时，在

现实世界中心向着教师，学校师生共同

浸润在自然与人文彼此辉映的校园之中，

共同造就蓬勃向上的学校生命气象。好

校长成就好学校，好学校孕育好的学生。

好的学校会让学生感到在这里求学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也让教师在这里找到生

命的安顿与精神的依恋，让他们每每在

人生的旅途之中驻足回望，都会充满感

激与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这就是

和谐的学校教育生态，就是学校教育的

理想国，就是今日学校教育之梦。这个梦，

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你，属于他，属于

我们大家，属于未来的人们，属于这个

世界。

我坚信，通往理想的道路并不会直接

地君临现实，而一定首先显现在人的心中。

当理想在心中涌动，路就在脚下。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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