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看教育 B7www.kanzhongguo.com 第717期  公元2019年11月22日 —11月28日  

文 |吳雁門

我辦公室的黑板上寫滿了學

生的名字，這是孩子們跟我

「交換名片」時自己寫上去

的。有工筆正楷、中規中矩頗

具小書法家風采的簽名；有些

是字跡歪斜的潦草書；也偶會

遇著注音、漫畫塗鴉及英文

名字非常個性化的簽名穿插

其間，真的是琳瑯滿目。

尤其是一年級新生們初來乍

到，對新的環境充滿著好奇，一

下課就嘰嘰喳喳地到處串門子，

因此，孩子們也經常三五成群的

串到我的辦公室來。一日多回，

我必須笑呵呵地起立、鞠躬，歡

歡喜喜的接待一批批的小客人：

「我姓吳，是校長，歡迎大家也

請各位多指教，我們互相交換一

下名片好嗎？您貴姓？」我一一

的問候每個孩子。

「您姓吳？」孩子應該是覺

的我很寶、很可親，所以當他們

會意過來後，也興奮的做自我介

紹，並在黑板上留下了他們的

「名片」。

開學後的第二個禮拜，一個

小女生孤零零地出現在窗外的洗

手檯前，她稍感不安地向我的坐

處張望，四目相接，我滿臉堆著

歡樂的笑意似乎即刻解除了她的

疑慮，拿著學習單小女生輕快地

走了進來。認識師長的學習單元

是輔導老師指定的作業，她是為

完成作業來找我做訪問的。我方

擬以標準化的迎接規格招呼她：

「我姓吳……」才張口，她居然

截斷了我的臺詞：「我知道你姓

吳，是校長，歡迎大家也請各位

多指教，我們互相交換一下名片

好嗎？」我呆呆地望著她，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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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是需要更新了。

我瞄了下她學習單上的紀錄

文字，經驗直覺告訴我孩子認得

的字有限；但孩子倒是大方，訪

問完畢後，她天真的告訴我家人

情形、國小往事及生活中的點點

滴滴。這時我開始留意到了她的

白色襪子真是髒的可以，頭髮膩

膩的，料有幾天沒洗頭了吧！回

教室前，我也請她在黑板中央的

欄位上留下名字，但是，她卻選

擇在右下角的一個小空隙裡擠上

小一號字，還加了邊框的名字：

王美圓。

隔天開始，幾乎是每節一下 

課她都會來報到，談話的主題也 

都雷同，兩週下來，我疲態畢露 

的有些招架不住了，因此，我拿 

捏著問她喜不喜歡班上同學？美 

圓直率地回說：「不喜歡，從國小

就討厭跟同學玩，我只喜歡到校 

長室來！」我雖然至感榮幸，但自

也瞭解美圓應是有人際關係適應 

上的問題。她又告訴我：爸爸媽媽

於她八歲的時候分手了，媽媽人 

在高雄工作，每隔一、二個月都會

私下來看她和大她一歲的哥哥，但

近兩年來見面的機會變少了。原 

來又是一位單親家庭的孩子。

聆聽至此，我的壓力感隱隱

約約地冒了上來。美圓讓我想起

了先前敦聘的一位管家型的小秘

書佩玲，佩玲因為有學習與情緒

上的障礙，非常愛哭，一發脾

氣就離開教室到處遊蕩，為了協

助她，我邀請佩玲擔任校長室的

秘書，用意是方便她接近我，以

瞭解甚麼叫教養和氣質，期待收

到潛移默化之功。但這個決定卻

讓自己吃足苦頭，禮聘的秘書卻

天天糾正我桌面不乾淨、花盆缺

水、書架凌亂、領帶太花、上班

不能遲到早退諸如此類的事兒。

差異不大的，我好似足足被管收

了三年，直熬到她畢業了，我方

得脫此苦海。

美圓見我沉默不語又接著

關心的說：「校長，你每天工作

忙碌，我想幫校長的忙，每節

下課的時間我都可以來的！」還

真個是心想事至，當聽到每節

下課都可以來的這話，我感覺有

些暈眩，正想一口回絕之際，她

為表示服務的誠意竟又加了碼：

「還有，早自習和午休時間也可

以！」天！在驚駭之餘，我突然

想起了一位覺者的話：「偶然是

不存在的。」

也許孩子確實跟我有緣，於

是，我試著以「難忍能忍」之心

接納了她的善意。但不是秘書，

是校長的輔導員，工作的內容是

除了送公文之外，只要發現校長

的情緒低落或失控時要馬上介入

輔導。「校長的輔導員」這頭銜

孩子聞所未聞，瞭解意涵之後，

她極為喜歡這個職稱。

有一天起風了，我刻意戴頂

帽子遮一頭稀疏的頭髮。輔導員

似乎看到了我的自卑感，隨即走

到身旁開導我起來。難以想像

的，她居然真的懂得輔導技巧。

「校長，你戴帽子是不是要遮掩

禿禿的頭？」一出手使用的是探

測、詢問技巧。我略帶憂傷的回

道：「是啊！就是頭髮少！」她臉

上流露出同情的神色又問：「校

長你會不會有自卑感？」這是高

層次共鳴、再探測的工夫。「會，

有點。」聽此詢問，我還真是有

些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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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上的名片
校 園 風 情

【原文】

大學首重夫明新，小子莫先

於應對。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

貴有章。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

大而心欲小。

【字詞義解釋】

（1）《大學》：書名。原為《禮

記》中的一篇，宋・朱熹將其與

《論語》等書合稱為「四書」。

（2）首：首先。（3）重：重視、

著重。（4）明：即明明德，發揚

原有光明的德性。第一個「明」

作動詞，發揚、彰顯。《大學》

首句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5）新：

日新，天天更新。《大學》又云：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

小子：小孩子。（7）應對：語言

的對答。（8）容：容貌儀態。（9）

固：固然。（11）有度：適中合

度。（12）出言：說話。（13）尤

貴：特別重視。尤，特別。貴，

重視。（14）章：條理。（15）智：

智慧。（16）欲：要。（17）圓：

圓融。（18）行：行為。（19）方：

方正。

【譯文參考】

《大學》這一本書首先重視

的是，每個人應當發揚自己原有

的美德，日日更新，每天都有進

步；小孩子首先要學應對進退的

語言和禮節。人的儀態舉止固

然應該適中合宜，說話尤其重

視有條理。智慧要圓融而行為

要端正，膽量要大而心思卻要 

細密。

【讀書筆談】

《大學》為曾子所著，講的

是以弘揚仁德為本，方能做到從

修身齊家一直到實現治國平天下

的道理。《小學》講的重點在於

日常生活中與父母長輩、兄弟姐

妹、親朋好友如何相處，目的在

於學會最基本的言語應對和進退

的禮節，成為一種生活常識和良

好習慣。那麼下一步《大學》，就

要重點學習和懂得為何要這樣待

人的根本道理了。

這個根本道理是一切禮、一

切人與人接觸時的進退、應對行

為的原則或者說宗旨。這個原則

就是仁德、就是道義，合起來就

是人們常說的道德。也就是曾子

著述的《大學》所要講述的明德、

治國的根本。人長大了要懂得人

生最大的目標和志向就是以德治

理天下、教化天下，讓所有人都

懂得活著的意義就是達到至善的

境界，做人做事的出發點和目標

都是至善。

而《小學》就是孩子們的啟蒙

教育，最著名的是《三字經》、

《弟子規》，本系列和其他童蒙典

籍，首先講的是孩子們能理解的

善，以此為根本，但是還無法深

入講大道理，所以主要重點講的

文 |劉如

《幼學瓊林》筆談：大學首重明新
是日常人倫關係，如何待人、如

何言語、如何進退、如何守住禮

儀規範，然後就是打下將來讀古

典書籍的基本知識，學會文字和

句法，以及瞭解許多做人的歷史

典故，以備將來進一步系統學習

道德。

本課在講明大學首重明新，

也就是講明首先看重讓人明白德

性，並日日修正自己，天天有新

的領悟進步後，很快回到孩子需

要如何做的教導，小孩子首先要

學應對進退的語言和禮節。人的

儀態舉止應該適中有度，說話要

有條理。智慧要圓融但是不忘行

為要端正，才智始終要圍繞正道

起作用，膽量要大而心思卻要細

密周全。不能魯莽，也就是膽大

心細，有勇有謀才行。看起來講

中庸，實際上是圍繞道德這個根

本在講如何正確學習，和應用這

些通用的禮儀和言語，善用才智

和勇氣。

文 |田詩

老樹之死童 話 樂 園

有一棵乾枯的老樹，生活

在一座高原上的森林裡。

那裡終年下雪，非常非常

的寒冷。

一天，從遠方飛來了一隻鳥

兒。它又累又餓，就停在了老樹

的肩膀上休息。

「朋友，你從很遠的地方來

嗎？」老樹問那隻鳥。

「是啊。我是從很遠很遠的

地方飛來的，路過這裡，歇歇腳

呢！」鳥回答道。

「你來的地方，那裡很美嗎？」

老樹又問。

「是的，那裡很美的。那裡

有花啊！草的，小溪和湖泊。還

有我的很多朋友――小魚、小白

兔、小松鼠呀！每天我們都很

快樂的生活，真是一點兒也不寂

寞。而且，那裡很溫暖的，不像

這裡這樣冷。」

「哦，是這樣啊，你真幸福！

這裡又沒有溫暖，天氣也很冷。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裡，也沒有

甚麼朋友，我的生活很孤獨。」

老樹嘆息著說。

「啊，那你真的是太不幸了！

你的生活是如此孤獨，而你所能

感受到的溫暖也實在是太少了。」

鳥兒也很感慨。

這時，幾個人路過這裡，又

冷又乏。

「要是有堆火能烤就好了。」

有人說道。

忽然，他們發現路邊有一棵

乾枯的老樹，於是，他們興高彩

烈的向老樹走過去。

看見他們手裡的斧頭，鳥兒

急忙飛到了另一棵樹上。

幾個人舉起手中的斧頭，把

老樹砍倒了，並且把老樹劈成了

長短不一的木條，漸漸的他們就

做成了一個很大的柴火堆。

很快，一堆熊熊的烈火在冰

天雪地裡燃燒了起來。幾個人圍

坐在火堆旁，感受著溫暖。由於

不再感受到寒冷，他們每個人的

臉上都流露出很愜意的微笑。

「多麼可憐的老樹啊！」鳥

兒叫了起來！「你曾是那樣的孤

獨，又寂寞的生活在這個冰冷的

世界裡！可是最後竟然……」

老樹在火光裡笑了，「朋友，

請不必為我難過。無論我曾是怎

樣的孤獨和寂寞的生活著，但是

這個世界上，至少有人因我而變

得溫暖了。」

「校長，你禿得很剛好，同

學不會笑你的！」支持、接納技

巧是輔導的基本功，她運用的相

當成熟；這也是第一回有人說

我禿得剛剛好，縱使剛剛好也是

禿，但畢竟禿得恰到好處，又知

道了學生們不會嘲笑我。「可是

以前崙背的學生都說我的頭像飛

盤，更過分的是，也有人直接

叫我飛碟校長！」我滿臉委屈的

訴說著。「他們是開玩笑的，校

長不要難過；還有我的姨婆頭髮

也很少，但是她人很好。」 美圓

一口氣使用了解釋、同理心、揭

露、撫慰等四種技巧。

我突地寬心起來，倒不因為

我早衰的頭髮得到善解，而是發

現美圓她擁有與人為善的特質，

一個輔導員的特質。師生兩人無

話不談的周旋了一學年，後來她

慢慢的跟我疏遠了，我知道美圓

的人際能力已有提升，另方面，

她更忙到別的處室去了。

算算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

碰面了。有日，她特別撥空回

辦公室來對我的受輔成效作了評

估：「很少看到校長發脾氣，也

不常戴帽子，這一年來校長進步

太多了！」接著，美圓略帶歉意

並感任重道遠的說：「輔導處的

黃主任工作壓力很大，情緒有時

候不太穩定，需要幫忙，所以我

就不能再當校長的輔導員了！」

我強忍住心頭的感動和笑意，順

勢結束了她和我，而非我和她的

諮商關係。稍後，我依依不捨的

恭送輔導員到辦公室門口，並向

她鞠躬道別。

去年，美圓畢業了。一般如

需要追蹤關懷的孩子，他的名

片會被多留在黑板上一些時日，

而我的輔導員即名列其中。畢業

後，美圓就讀鄰縣弘德工商的職

業類科，每天早上七時左右，我

上班時車子一經過瑞穗橋，在下

個紅綠燈的轉彎處，便會瞧見愉

快地聊著、笑著一起等候校車的

美圓兄妹倆；多數的時候我沒有

搖下車窗，而我心中自是懷著無

限的祝福，並且，今天也做了決

定，進辦公室之後，我要將角落

上王美圓的名片輕輕地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