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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什么？当

然，苏霍姆林斯基著作中有些技术性的东西，至今

可以“拿来就用”；还有一些教育观点，也可以在今

天赋予新的内涵继续产生指导意义。今天，我们学

习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在乎什么显赫隆重的形式，

而在于是不是真正静下心来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的

著作，研究他哪些思想可以用于今天中国的教育实

践，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

想中国化。
最关键的是要学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

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对孩子、对教育真诚

而持之以恒的爱，这是最最根本的。学习他对孩子、
对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的一颗纯真透明的

赤子之心。他对孩子没有半点私心，他对教育没有

半点功利之心。教育就是他的宗教，孩子就是他的

上帝。他对孩子的爱，不是一种教育艺术，更不是一

种教育策略或技巧，而是从心底散发出来的人性芬

芳。正如苏霍姆林斯卡娅说过：“苏霍姆林斯基是一

个很温厚的老师，感觉就象是在你旁边，很温和的，

他不会粗暴地触碰孩子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告诫

年轻的教师：“如果每个儿童的喜悦和苦恼都敲打

着你的心,引起你的思考、关心和担心,那你就勇敢

地选择崇高的教师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吧, 你在其

中才能找到创造的喜悦。”[1]他正是这样的人，正是

儿童的喜悦和苦恼敲打着苏霍姆林斯基的心，引起

了他的思考、关心和担心，教育才成为他进行创造

并获得喜悦的终身事业。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纯真

的人，面对纯真的孩子，从事着纯真的事业，从没有

想过要借教育而名扬天下，流芳千古，但他的名字

和事业却因此而不朽。
第二，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独立思考、勇于坚持

真理的高尚品格。苏霍姆林斯基是一名真正的布

尔什维克，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同时又

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是忠于真理且富有社会责任

感的知识分子。因此，教育对他来说，不是为了应付

差事，而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培养有高尚情

操且终身幸福的真正的人———的途径或者说手段。
他当然要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但他首先需要忠于

的不是上级文件，而是学生的心灵。当二者发生冲

突的时候，他首先选择孩子。他痴情于孩子和教育，

因此赢得了包括共和国列宁勋章在内的荣誉；同样

今天，我们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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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我们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使其成为学校包装或炒作的工具，

而是切实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我们应深入学习苏霍姆林斯基

对孩子的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

及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而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他自始至终对教育的纯净、朴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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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痴情于孩子和教育，他多次对违背教育规律、
侵犯儿童心灵的指令予以坚决的抵制，同一切形

式主义的“教育”做毫不妥协的斗争，因此而遭到

粗暴的批判。但他毫不屈服，依然“我行我素”，在远

离莫斯科、远离喧嚣的帕夫雷什中学走自己的路，

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这些所谓的“代

价”是从世俗功利的眼光来看的，而在苏霍姆林斯

基看来是不屑追求的。“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

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这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成了

每一个学校最响亮的口号，可在苏霍姆林斯基那

里，不是口号，而是贯穿一生的每一天的具体实践。
追求真理、忠于心灵、坚守良知，这是苏霍姆林斯

基作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
第三，学习苏霍姆林斯基“目中有人”的教育

观。乌克兰学者们多次强调苏霍姆林斯基是人道主

义教育家，是不无道理的。“教育，这首先是人学”。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下的一个独特的定义。孩

子在苏霍姆林斯基眼中不是学习的机器，不是考试

的机器，不是分数单，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个精

神的宇宙。“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当

今是“科技时代”“数字时代”“电子世纪”“核子世

纪”，苏霍姆林斯基则鲜明地提出，当今首先是“人

的时代”“人的世纪”！因此，他所有的教育研究、探
索和实践都是对准人的心灵，都是为了人的全面与

和谐发展。让每一个从自己身边走出去的人都拥有

终生幸福的精神生活，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

想。这里的所谓“终生幸福的精神生活”，当然包括

道德因素，即只有给别人以爱和幸福的人，自己才

能获得爱和幸福；但也不仅仅是道德因素，同时也

有智力因素，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论是未来的科

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工程师、技师、医生，还是未

来的钳工、车工、农机手、拖拉机手，乃至泥瓦匠、炊
事员都应该具备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智慧和创造

性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他们都应当善于创造性地

思考，应当是富有智慧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苏霍姆林斯基眼中的人，决不只是少数有可能

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等名人的天才少年，而更是包

括了未来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大多数孩子。有人曾经

质疑：“苏霍姆林斯基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同他一样

赫赫有名的杰出人才？”进而怀疑苏霍姆林斯基教

育思想的伟大。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偏颇的。一个人

能否成为科学家甚至获得诺贝尔奖，更多和他的天

赋以及家庭教养有关，和学校也有关，但关系不大。
如果我们只盯着学生是否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大

奖，是否考上了清华、北大或哈佛、耶鲁（甚至为此

目的不择手段地挖他校的优生），而忽略了培养无

数善良、勤劳、富有智慧的普通劳动者，这是教育的

悲哀！对比当今中国的教育实际，苏霍姆林斯基的

“人学”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第四，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实事求是的科研精

神。现在，中国的教育科研不可谓不热闹，应该说，

绝大多数都是脚踏实地面对实际的真科研，但为装

潢门面，脱离实际甚至自欺欺人的“假科研”也为数

不少。我们应该学习苏霍姆林斯基，不能把科研的

目光老盯着“上面的精神”，而应该把教育科研的目

光对准具体的学生，对准学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

基告诉我们，教育科研课题不是上面下达的，而是

教育实践本身提出的。今天看来，苏霍姆林斯基的

许多教育思想有着相当的超前性：关于人性的教

育，关于创造能力的培养，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关于

研究性学习，等等。但这些观点都是苏霍姆林斯基

面对教育实际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他的教育科研

是“真教育”。他的教育科研不是冷静的研究，而是

充满感情的投入，是全身心的实践。对他来说，教育

科研和教育实践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教育科研

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冥思苦想的脑力劳动，而

同时也是与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和学生心心相印的

体力付出。因此，他身为校长，始终兼任语文教师，

几十年不断地研究这门课的教学问题；又如，他曾

试办六岁儿童的预备班，接着又从一年级到十年

级，连续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在 10 年内跟踪观察

和研究了解学生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期的各种表

现。我不知道，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还能不能找

到第二位这样的教育家———他先后曾为 3，700 名

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

25 年中 178 名“最难教育的”学生的曲折成长过

程。另外，他教育科研成果的展现形式更多的是案

例，是教育手记。所以，他的著作非常平易近人，可

读性强，而且富有文学的魅力。苏霍姆林斯基的著

作告诉我们，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因为深奥而

是因为深刻，而这“深刻”又往往是通过非常朴素

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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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homlinski's Educational Theories is the Eternal Treasure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XIAO Su

Abstract The humanitarian educational theories of Sukhomlinski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esteemed
by Chinese teache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the spread and
research of Sukhomlinski's educational theo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flux
of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Sukhomlinski's educational
theories in modern times should go deeply with the theory connecting practice, on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sense of times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Sukhomlinski; educational theories; spread and exploration; educational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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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当我离开苏霍姆林斯基墓地，回头望去，

原野之上，蓝天之下，苏霍姆林斯基的雕像顶天立

地。是的，苏霍姆林斯基是真正的大地之子！今天，

我们最应该向苏霍姆林斯基学的是———怀着一颗

纯净朴素的心，从事纯净朴素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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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Sukhomlinski Today

LI Zhen-xi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when studying Sukhomlinski's educational theories, we should localize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China instead of taking them as school's outward appearance. We should learn from
Sukhomlinski about his love for children and persistence towards education career, his noble character of in-
dependent reflection and insisting on truth, children-oriented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pirit towards scientific research. Nevertheless, w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him first is the purity of his educa-
tional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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