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诗人
——对话《中国童诗》杂志主编雪野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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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想JY

孩子的想象力：时时失
望但决不绝望

儿童诗教育，究竟对儿童成长有多
大的影响力？10月21日，本报记者与

雪野老师进行了一场对话。
记者：雪野老师，您去过国内

20 个省的 500 多所学校，给小
学生讲解儿童诗的阅读与
写作。各地课堂上，小学
生的想象力给您的印象

是什么？会让您失望
么？

雪野：不
得不说，当下

功 利 的 家 庭 教
育、应试的学校教育，

对孩子的想象力带来相
当的伤害。生活中，课堂

上，常常遇见想象力贫乏的
孩子。没有想象，就不会体

察，更不会创造。我虽然时时感
觉失望，但决不绝望。总体来说，

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几年的情况在改
变。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记者：为什么你说，孩子是天生的
诗人，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诗人？

雪野：诗歌是想象的艺术、情感的
艺术、语言的艺术。孩子天性中就有多
向的思索、率真的感情、朴实的表达，这
一切都是诗歌的灵魂。年龄愈小，想象
的翅膀愈为自由和开张。我们要珍视
这点，呵护、激扬他们的想象力。孩子
是天生的诗人，我们要着力呵护那颗诗
心，时时擦亮它们。

三年级的学生最擅长学诗？

记者：在海南，你上的两节示范课，
选择的都是三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您
认为三年级学生最擅长写作童诗？能

否给课堂上的海南学生的表现点评一
下？

雪野：写作分为口头与笔头。我个
人一直认为，一二年级的孩子适合进行
口头“写作”的训练。诗歌与作文写作
的最大区别是“灵光一现”。灵感来了，
诗歌就出现了。它的写作，无法通过挤
牙膏的方式来完成。低段进行口头习
作，到了中段，孩子们的语言已经积累
到了一定程度，从纯粹的感性，慢慢提
升到理性的分析，逻辑性也在加强，表
达的力量也在突破。所以三四年级是
童诗写作的黄金年龄。

这次的儿童诗课堂，孩子们的表现
让我吃惊。他们的想象力让与会观摩
的200多位老师叹为观止。课堂最后
呈现的一组学生习作，都达到发表的水
平，这不多见。从中可以发现那所学校
的阅读教学基础扎实。阅读，是习作的
根本，它更是孩子成为“完人”的桥梁。

老师，请别擦掉孩子的
想象力

记者：你寄语海南小学语文教师，
希望她们不要做“橡皮擦”，一点一点地

将小学生的想象力擦没了。那么，语文
老师的哪些行为是“橡皮擦”行为呢？

雪野：应试教育本身就是一块“橡
皮擦”。小学阶段，一张张试卷，有的本
来可以设定弹性的答案，往往被以标准
答案框定。典型的案例：看图说话习作
训练。那一张去公园看花的图片，让整
个城市的数以万计的孩子去学写。“小
明”在习作中必然永垂不朽！我们的教
学设计、教学手段、教学评价都该引起
大家的思考：如何适应孩子个体声音的
发出？

“大循环”对教师的要
求太高了

记者：您还提出，一二年级和五六
年级，都是小学教育的重中之重，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您还特别反对教师的

“大循环”，为什么呢？
雪野：我已经走进全国近600所小

学。上课之余，我异常注意调研，很容
易就发现，一二年级的语文教师年龄偏
大。“管牢”“规范”孩子，成为“主业”。
实际上一二年级孩子的亲子阅读、口头
习作却是幼儿期（一年级孩子）的重点，

需最为优秀的老师全力去启蒙和铺
底。“放”才是低段教育的主体形式。年
轻人的舞台，在低段。

“大循环”对教师的要求太高了。
一二年级，幼儿语言，三四年级，童年语
言，五六年级，少年语言。你教完六年
级，重新教一年级，必定是用少年语言
和幼儿说话！结果是：要么教学成果打
折，要么把幼儿训练为少年。

“看见”比“想象”重要

记者：你说，对孩子而言，“看见”比
“想象”重要，怎么理解？

雪野：习作训练中，常常要求孩子
想象、想象，这没错。可是，我们却不重
视一点：基于真实观察的想象，才有力
量。所以，生活与教学中，我们要引领
孩子“看见”：看清并提出见解。“看见”，
就不会产生假、大、空的文字。

海南何不开展““有氧教育”

记者：您提出海南教育并不一定紧
盯江浙鲁等等的课堂。海南这片美丽
的地方，完全可以建设“生态课堂”，开
展“有氧教育”。海南发展儿童诗教育
有大自然的便利？有赞同的声音，但也
有质疑：这些只是空谈，甚至是误导，请
问您如何看待？如果海南想开展儿童
诗教育，应如何起步，该如何着手？

雪野：教育，必须基于“土壤”；育
人，必须兴自家乡，要找到根。诗意的
教育，核心是无功利。诗，是最美的文
字，它可以呈现海南独特优美的风光，
淳朴勤勉的民风。与多位有识之士交
流，大家的想法颇为一致，“有氧”的诗
意教育，必然会在海南推行。

诗歌教育，并不要求人人会写诗。
诗歌如太阳，温暖每一个人。阅读、全
民阅读，成就每一个人。学校的晨诵，
以诗歌启发，日积月累，大家都会发现，
你在由内而外的改变。

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是等待
的艺术。我相信并期待经过大家一起
努力之后枝头结出硕果。

■ 洪志功

走进社会的我，因为身体的原因，
就业的大门一直对我沉重关闭着，尽管
自己有个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但为了生
活，为了自己人生梦想的延续，我自己开
起了小店自谋生路。是的，当一个理发
匠，当一个做小买卖的小贩，对大学毕业
的我的确很失面子，但因为放下了面子，
我让自己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困境，最终
没有让自己受困在现实的窘迫中……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不要受梏于
所谓的“面子”，人生中会遇到许多的
挫折，唯一的真理就是积极面对。只
有勇于面对，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让自
己脱离生命的沉重。放手去做那些看
起来有失面子但不违法违规违德的事
情，放手去做那些别人因为碍于面子
而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将会在灰暗
中渐渐闪光，你也将会从一个被别人
看不起的人渐渐变成一个令人尊敬的
有面子的人。是的，年轻时要能放下
面子，现在放下面子，才能为我们的未
来换来更大的面子。

在一次和学生做互动交流中，一位
学生问我：“洪叔叔，像你这样，当年在
校读书的时候，肯定常遭受一些同学的
嘲笑，你是怎样面对别人的嘲笑呢？”

听完这位学生的提问，我略有所
思，如实地回答道：“在校读书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常常受到其他同学的嘲
笑。”提问的那位学生听我如此回答，
有所不解地望着我。我接着说：“的
确，像我这样一个病残而举止畸异的
人，出现在人的面前，是常会遭到一些
人的嘲笑。但再好笑的东西，人见了
第一次会笑，见了第二次会笑，见了第
三次第四次还会笑吗？”

提问的学生听了，若有所悟地点
点头。

“所以像我这类人，要让别人见了
不再嘲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躲避，要
走出去，让别人多见到你，别人见到你两
次，三次，他们就会渐渐熟悉你就是这个
样子，没什么好笑的了。病残后，我的举
止虽然不便和怪异，但在学校中的每一
天，我并不让自己躲在教室或宿舍里，早
上全校出来做早操，我许多体操动作尽
管不能做，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出来做早
操，我能参加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
我让自己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全校同学面
前，全校同学都渐渐知道了我就是这个
样子，熟悉了我的样子，见到我也就渐渐
不再觉得有什么好笑了。”

一些相貌不好或肢体残缺的朋
友，就是因为害怕别人的嘲笑而不敢
走出家门去上学，不敢走出去求职工
作，甚至不敢出去逛逛街。其实，就是
因为少见，别人才会觉得怪，觉得可
笑，要想别人不觉得你的畸异可笑，最
积极有效的办法就是
自己要勇敢地走出去
面对，让他们见上你
几次，笑上几次，他们
就不会再为你的畸异
发笑，甚至连看你都
不再多看了。他们会
认为你就是这个样，
没什么可笑的。

放下面子
面对嘲笑

■ 王艺容

新班级需要好班长
2015.3.1

开学了，第一个晚修，高一文理分
科后，我接了高一（17）班，是一个实验
班，实验班的学生大约是年级排名
200至400名学生打散后平均分配的
四个班。我原先带了高一（4）班只有
几名同学还在这个班里。

五味杂陈，可我脸上依然挂着欢

喜与热情。在这个新班级里，每个人
心里此刻都期待着能延宕旧友情，包
括我。

但我是班主任，如果我都无法在
内心接受全新的集体，那么无法带领
这些孩子在新的环境里学会调整自
己。第一节晚修，选出了班干部，原3
班的班长李国道同学担任新17班的
班长，班长自我介绍自己常被踩在脚
下，我从他的眼神、不自然的小动作
看出他在讲台上显示了太多的不自
信，便抓住这个契机让他首先收获大

家的掌声支持，其次肯定了他无私奉
献不图回报的信念，最后，我说，“没
有国道，便无法通行”，希望通过班长
这个领路人能带领新集体奔向理想
的彼岸，让友谊在新征途中积蓄爱的
能量。

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2015.3.2

G是我上学期带的高一（4）班学
生，在上个学期的表现中规中矩，成绩
中等。第一次期中考试时，他妈妈打
来电话，声音哽咽，说因为孩子没考好
便骂了孩子一顿，说她害怕孩子成绩
差、害怕孩子不理她。我劝慰她，初入
高中，学生远离父母，要独自承受生活
自理、自主学习、集体交往等方面的压
力，学业科目增多，作业繁重，如果没
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恐怕一时难以平
衡好心理，应付这些重担。

从家长的反馈信息中得知，G同
学是被父母宠爱长大，来附中后发现
自己不再像过去永远名列前茅，一时
难以接受，高一第一学期结束，文理分
班，他考了507名，遗憾没有分入实验
班，父母着急，孩子内心崩溃，哭闹想
转学，G妈妈无奈给我电话哭诉，“对
这个孩子没办法了，看着自己的孩子
如此难过觉得他很可怜”，我非常理解
这位母亲。

当晚9时，我找到了G，问他在新
班级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说
很孤独，不认识新同学，没有朋友，困
惑学校如何分班，是不是放弃平行班
了。我给他的回复是，没有一个人永
远会伴随你走一生，包括父母，4班的
同学也会成为过去，在分离的此刻觉
得难过很正常，说明我们是重情义的
一个人，但是未来我们还要交新朋
友，去一个新的地方求学，在一个新
单位工作，每一天都是新，念旧没有
错，人之常情，但同时更要有勇气迎
接未知的、新的挑战，自己才能成长，
挫折对你不见得是坏事，何不如就此

告别过去初中的荣誉，从此时此刻开
始，告知自己就是这样的水平，从零
开始，用成绩说话，同学、班主任、老
师、父母都会陪伴你，怕什么呢，“你
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说了这番话
后，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的一丝
坚定，他嘴角扬起的微笑也让我放心
并且相信他能够克服现在这个难关。

父母别追在孩子身后跑
2015.3.3

J的母亲是我这学期见面第一位
见面的家长，这位母亲是当晚7时15
分来找我，说她的孩子因结膜炎已接
走送医院。

她说，他孩子身体不好，因为他不
肯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每天就吃零
食和泡面，因此她在学校隔壁居民区
租房给孩子做饭，父亲是大学老师，每
天下午下班后开车来租处给孩子补习
数学，这次J分班考试考得不理想，她
很担心自己孩子成绩。

听着这位母亲讲述让孩子走读
的理由我感触很深，一个孩子若要实
现真正“离巢”，很大程度上需要家长
学会放手并且鼓励孩子学会独立，家
长如果总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孩
子，认为他苦他难，于心不忍干脆一
手包办，还把15岁的青少年当5岁的
孩子一样看待，忙着追在孩子身后
跑，那么孩子必然长不大，他已习惯
被喂！

高中寄宿，孩子有机会去自理生
活了，家长却插进来一脚，“想想自己
为何那么辛苦排队，为何还要和同伴
争抢厕所洗澡，反正自己父母就住隔
壁为我安排好了”，这样锻炼自己的机
会斩断了，将来长大，需要这个男生直
接跨越到为他的同伴负责与担当时，
也许他会束手无策。因为他不是不
懂，而是习惯不想。

期待家长的努力能有好结果，也
期待孩子能在新班级健康成长。

一个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教育日记

王艺容老师是海师附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也是高中部的一名班主任，教育周刊编辑在一次聊天中偶然得她有写日记的习惯，在
管理班级和伴随学生成长中，她坚持记下了班级发生的各种令她印象深刻故事。翻看着她的日记，一个鲜活的课堂扑面而来，来自身边
的真实事例读来亲切，可以从中感受到高中生成长的脉博，有些教育问题，很有共性。教育周刊从本期起连续刊发《一个班主任的心理
健康教育日记》，希望能给为人父母者一些启发。

本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梅哲君）10月20
日，由共青团海口美兰区委投资建设、团中央配套
设备支持的海口市美兰区第一个“关爱农民工子
女——七彩小屋”正式揭牌启用，辖区200多名农
民工随迁子女有了一个陪伴成长的“欢乐小家”。

据了解，七彩小屋，以关爱农民工子女为主
题，将结合学业辅导、亲情陪伴、心里辅导、权益维
护、素质拓展等志愿服务行动开展结对帮扶、志愿
关爱活动。

共青团美兰区委书记陈文强告诉记者，共青
团美兰区委将以“七彩小屋”为阵地，开展“志愿美
兰 关爱成长”系列活动，通过志愿服务团队“上
菜”帮助圆梦，再找合适的志愿服务人员“一对一”
结队帮扶，助力青少年成长。

农民工子女有了欢乐小家

海口美兰区首个
“七彩小屋”启用

近日，儿童文学作
家、《中国童诗》杂志主编雪
野，来琼给小学语文卓越教师
团队的成员展示了一场精彩的儿
童诗课堂。30年来，雪野致力于儿
童诗教育研究，他认为：每位孩子都
是一朵花，都可以成为诗人；对孩童
来说，写诗并不是一件难事。一首
童诗，往往从比喻句起步。有时，一
句精彩的比喻句，几乎就是一首诗
的全部；童诗教学与小语教育不
该有距离；朗读是打开诗歌大
门的唯一钥匙。

编
者
按

爱就是尊重
■ 董莹珍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读《最美的教育最简单》，
这本书字里行间流淌着教育的美丽和质朴，让我
眼前一亮。

书中提到，在幼儿园的一切设施和条件中，没
有比教师更重要的条件。幼儿园真正对孩子产生
优质影响力的，是融洽的师生关系。幼儿园教师
最核心的能力，不是他的学识、才艺等可见、可量
化的东西，而是他爱的能力。这一点作为一名在
幼儿园支教的老师，我深有体会。

我们班这学期新转来一个女孩，文文静静，长
得秀丽小巧，我第一面见她就很喜欢，这周她突然
不喜欢来幼儿园，妈妈每次送来的时候她都哭得
撕心裂肺的，问其原因才知道，原来她是觉得自己
画画不好，受到小朋友笑话和老师批评。后来老
师回想可能自己无意的评价伤害了孩子的自尊，
当然我们老师也不是故意的，老师面对四十个孩
子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顾及不到这些细节，没有想
到自己无意的一句话就刺痛了孩子。接下来几
天，我和其他老师在上课时有意无意的指导她夸
奖她，发现她的情绪好很多。

教师是决定学生喜欢还是不喜欢学校的最重
要因素，幼儿园更是如此。老师千万不要以为幼
儿园的孩子还小，不懂事，随便想批评就批评，幼
儿需要老师呵护好面子。理解到这里，我又想到
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子。

男孩一般都比较调皮，他也不例外。每天他
都坐不住，东跑跑西跑跑，这让老师们非常头疼，
一味的批评他。偶然的一次，因为他帮助老师收
小朋友的口杯，我表扬了他并且还奖励了糖果，从
那以后我就发现他变得特别听我的话，又很勤快，
但我一批评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的不理我。并
不是说老师不能指出孩子的错误，而是要讲究一
下教育艺术，处理方式既不能损害孩子的面子，又
能达到让孩子改正缺点的目的，这才叫教育。这
便是我从这本书，并且结合实践学习到的东西，那
就是“爱孩子就要尊重孩子”。

现在我们班仍然有些孩子会调皮，但我总会
先耐心讲道理，要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然也
有孩子是不配合的，我就在课堂中有意无意的表
扬与教育，小心的保护着他们的心灵与尊严，“爱
他，便尊重他”。

10月21日在海南，雪野以“请说一句温暖我的话”开启了他的童诗教育课。 张惠宁 摄

17班的辩论课。 王艺容 摄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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