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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家族史书，记述了汤
氏祖孙三代的身世经历；这是一部
学术史书，浓缩了中国学人在百年
动荡变迁中的学术操守及其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承守望；这是一部自
传，作者以平实、中性的笔法还原
了许多历史真相，讲述了个人的悲
欢得失及学术生涯。读完汤一介遗
著 《我们三代人》 之后，记者心潮
起伏，难以平静。感叹汤一介先生
的真诚和自我解剖精神，更加理解
先生为什么不屈从出版社的要求，
将自己辛苦三年写好的书稿毅然放
回抽屉，让其“沉睡了”十多年。
也从内心感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能有如此眼光和魄力将先生的这
一心血之作以原貌呈现在读者面
前，先生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我的父亲汤用彤

如人们所知，作者的父亲汤用
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家、佛教
史家、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学术
史上少数几位“会通中西、接通华
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
一。

在作者眼中，汤用彤是位慈
父，“父亲从未对家人发过脾气，
为人一团和气。”据钱穆在 《忆锡
予》（汤用彤，字锡予） 一文中
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
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
一纯儒之典型。”在汤一介的印象
中，父亲与当时的学者大都相处得
很好，与朋友相聚论证、论学，从
不喜争论，亦无门户之见。“钱穆
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
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

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好友；我
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
相处颇善。”故朋友们给汤用彤起
了个“汤菩萨”的绰号。

汤一介认为，汤用彤治学之严
谨世或少见。“父亲做学问非常严
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
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
持的。”故其代表性作品 《汉魏两
晋南北朝佛教史》 已成为研究中国
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据胡适在其

《胡适日记》 中记载：“此书极好。
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
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
1944 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汤用
彤这本书最高奖，他得知此消息后
很不高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
学 生 分 数 ， 我 要 谁 给 我 的 书 评
奖！”汤用彤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
信，但对金钱却全不放心上。汤一
介记得，1946 年，傅斯年请父亲
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
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
已 在 北 大 拿 钱 ， 不 能 再 拿 另 一
份。”1949 年后，汤家在北京小石
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
元，夫人颇不高兴，但汤用彤却
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
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汤用彤在解放前一直教书，先
后在东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高
校任教，1931 年应胡适之邀到北
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任北京大学哲
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父
亲平时主要只管两件事，一是‘聘
教授’，二是学生选课。”季羡林在
世时，对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
为不满，多次对人道：“过去用彤

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
决定了，无人有异议。”学生选课
时，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
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汤用彤的
学生郑昕于 1956 年接任北大哲学系
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
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

汤一介先生评价祖父汤霖时说：
“祖父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题词是：‘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
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
乐’。”汤用彤一生确实遵照祖父的家
训，传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处
事，忧国忧民，这也成为汤一介立身
行事的座右铭。书中，汤一介谦虚地
评价自己说：“我虽无力传‘家风’，
作为父亲的儿子和学生，也有志于中
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父
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

父辈们的友谊与追求

在《我们三代人》的第二部分“我
父亲”中，作者用了很多笔墨记叙了汤
用彤与胡适、吴宓、熊十力、钱穆、傅斯
年等著名学者的交往故事。

在汤一介印象中，父亲不善交
际，因此朋友并不多。“但吴宓伯父
却是父亲最相知的亲密朋友之一。”
吴宓是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诗人，
早年曾留学哈佛大学，与汤用彤、陈
寅恪交往甚密，人称“哈佛三杰”。
书中作者回忆，1919 年 6 月，汤用
彤从美国汉姆林大学转到哈佛大学研
究院，师从白璧德，曾选修了白氏的

《比较文学》，吴宓先期至该校，“父
亲随之亦去，我想这是受到吴宓伯父
的影响所致。”留学哈佛期间，汤用
彤、陈寅恪与吴宓三人常聚而谈读书
及学问，吴宓在其 《日记》 中说：

“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因为
三人志在“读书学问”，而远离“功
名权利之争”，为当时在哈佛留学生
中的佼佼者，故有“哈佛三杰”之
称。

在吴宓之女吴学昭的 《吴宓与汤
用彤》 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两位大师

的交往。“我父亲吴宓与汤用彤伯父
相知相交，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两
人都极爱好文学，并以文学的根柢在
于思想为共识。父亲常说，非有真性
情、真怀抱者不能作诗。用彤伯父则
更加明确：‘无道德者不能工文章。
无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终
为靡靡之音。无卓识者不能工文章。
无识力之文章，或可眩其华丽，而难
免堆砌之讥。无怀抱郁积之知识，非
有天生之性情，不能得之。’”

“像老一辈学者能保持半个多世
纪的友谊，并在学术上相互支持，是
不多见的。”汤一介记得，小时候，
吴宓常来家里，“每次总要抱抱我和
妹妹，并用他的胡子刺我们的脸玩，
我们非常喜欢他，叫他‘大胡子伯
伯’”。“吴宓伯父是一位非常有个性
的学者，他情感丰富、为人正直，从
他的 《日记》 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外
经典无所不读。”“我们的父辈学者都
已故去，他们的为人为学有许多方面
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这一辈子无
论在‘国学’或‘西学’上都远远不
及上辈。”“我们的后辈，看来问题更
多，是否能比我们在学术上的造诣更
强也很难说。⋯⋯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了，中华民族何时才能真正复兴而对
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等待
着。”

汤氏三代的文化情结

在汤一介先生的墓地上，一块长
20 多米、高约 3 米的墓碑矗立在苍
松翠柏间，碑文上醒目地刻着：“汤
氏三代论学碑：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
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
返本开新中会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
燃起思想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
的责任⋯⋯”

汤一介生前时刻牢记“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的祖训，并以“毋戚
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为行事立
身的座右铭。在记者与汤先生的接触
中，也深感先生为人为学之儒者风
范。

他生活很朴素，对吃穿不太讲
究，冬天总是带着一顶毛线帽，跟学
生在一起，是先生最开心的时刻，他
总是面带微笑，并勉励学生抓紧时间
做学问。如其父亲汤用彤一样，先生
不喜交际，不爱应酬，除了看书写
书，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

在记者印象中，汤一介一直不承
认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称自己是

“哲学工作者”。“我们这批人在学术
根底上不如老一代。”“在做学问上不
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汤一
介在书中认真剖析自己“没有成为哲
学家”的原因。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期
间，他也曾梦想过成为一位哲学家，
但是到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
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研究
的可能也因政治原因丧失了。”“我父
亲自回国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40 年代的二十余年中，正是他三十
至四十五岁之间，这应该是人生最有
思想活力的时间，他得以全心地做研
究，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加之他此
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
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
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汤一介记
得，父亲在写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史》 时，至少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历经政治动荡，汤一介曾经有过
心灰意冷，想扎在故纸堆中做些学术
研究打发余生。但其内心对现实社会
政治问题的关注和希望中国早日富强
的愿望从来没有熄灭过。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
热”中，汤一介并未超身事外，凭着
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先后写了许
多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文
化问题”的大讨论中，并在大家的推
举下，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首任
院长，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全面走向
世界前列的努力中。

最后两年，汤先生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了儒藏及其相关事务上，日程表
排得满满的。虽然经常被疾病所困
扰，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只要精神好
一些，他就要去工作。因为这是他最
大的梦想、最后的心愿。

三代教书人
一脉家国情

——读汤一介《我们三代人》
本报记者 梁杰

书里书外

某天在“罗辑思维”的微信公号里听罗振宇推
荐好书，他正说着金圣叹的作品，说着说着，忽然
就来了这么一句：

“人生很短，永远要站在美好事物的旁边赞叹。”
甫一听得，心念大动，极是认同。在我的心

里，书籍是美好的事物，读书一直是美好的事情，
每当想到读书，往往也会情不自禁重复学者张新
颖那一声朴素又直达本质的赞叹：读书这么好的
事！

读书，是多么好的事呢？
想到朱熹先生的《观书有感》，朱夫子用他清

浅而朴实的诗行，把这件事的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写道：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你看，书是一面镜子，将世间万物收纳其中，
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天光云影，又浪漫，又诗
意。“徘徊”，这里有一种动态，不是孤立的天光与
云影，而是天光与云影交融，耐人寻味，甚是美
好。此外，自阅读的角度，还可以将它领悟为“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境界，所以，书会带给读者特
别多的联系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他说“书”是一面
镜子，那么，一面镜子除了照映生活，还能照什
么？没错，照出自己，是把书读进去，在书中看到
自己，这一点也值得思考，倘若读来读去，自己的
大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却生成不了自己的
见识，肯定是不行的。接着问渠水何以清澈，那是
因为有源头活水，书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源头活
水，源头活水会带来资源，不会枯竭；会带来净化，
不会污浊；会带来更新，不会陈腐；会带来进步，不
会停滞。源头活水一旦引进来，那么对于教师个
体，或者一所学校，乃至一个地区，甚或一个国家，
那一定会拥有共徘徊的“天光云影”，一定会水清
如许。

就个人而言，说“读书这么好的事”，总归还有
一些私人的体验与心得。当过往经历渐渐沉淀，
深深领受读书的好，所以，常常感谢书籍，感谢有
书读的这些日子。

读书是最好的自我教育。对我来说，从开始
工作到现在，一天天教书，一天天读书，正是以读
书进行自我教育，进行自我建构。

上世纪末中师毕业，回到小镇做老师，可以肯
定那时的我知识结构存在大缺陷，对教育的理解，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相当不够。近二十年过去，
我就没有再系统地接受过学校教育，那么，从当初
的荒芜，到现在有些机会与同仁交流，表达一些对
教育、对世界的看法，是哪里来的勇气？是来自因
读书而发生的自我教育。众所周知，在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还有自我教育——即使
在信息时代，自我教育有了更多元的形态，读书仍
然是最为便捷，成本适宜的。直到现在，我做得多
的还是读书，我所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读
书而来。

举个例子，比如课堂教学，刚刚开始工作时，完
全是经验式的，并且很快沮丧地发现，之前在学校里
所学的教学法之类，没有太多的用处。后来，我是如
何入得教学之门，或说，是怎样摸索到教学的部分真
谛？还是读书——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我读到了
于永正老师的《教海漫记》。

那时候真的不会上课，怎么去读一篇课文，怎
么带着孩子学习语文，怎么样在课堂上提问、与孩
子们展开对话⋯⋯对于这些今天看来不过常识的
事情，当时真是难倒我了，幸亏那时候，最早一版
暗红色封面的《教海漫记》来到我手边，读到了于
老师《燕子》《静夜思》的教学实录，我反复读，仔细
揣摩他的思路、他的智慧；又读到了他对教育教学
的理解，他用通俗透亮的话语讲出来，比如“露一
手”“熏锅屋”“开窗户”“谁也说不准哪块云会下
雨”，回过头去看，这其实包含了语文教育很多规
律性的东西，在读了这些篇章之后，我似乎看到了
教学实践中的光亮所在，就朝着它一招一式学，一
字一句练，后来我总称于老师的《教海漫记》是“扶
我上战马的书”，正是因为这本书让我真正看见了
课堂，并朝着课堂出发了。

前阵子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阅读英国哲学
家约翰·洛克的，文章中我回顾了自己阅读洛克的
历程，简述了洛克的教育观念。洛克这个人，他对
我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句最简单的话，至
今都刻在心里，洛克说：“因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
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配错了药
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
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刷洗不掉的。”这话完全可
以成为所有时代教师教学指南的第一条。约翰·
洛克这个人、《教育漫话》这本书，可不是我在教科
书里学到的，他完全是我在个人阅读中的遇见，正
是因为读书，我遇见了一本又一本对我产生影响、
发生作用的书，使我这个基础一般的中师生，没有
掉队，没有落伍，并且完成了自我启蒙，懂得放出
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去思考、去实践、去表达。

显然，没有谁要求我这么做，但因为读书，一
个人就开启了自我教育的大门，自我建构的车轮
就缓缓转动起来，带着这个人上路了。

作家止庵先生有一次与读者谈读书，说得极
有意思，他说他从来不问“我们”为什么读书，只
问“我”为什么读书。“我”读书，就是为了不变成

“我们”，自我教育的核心就在于认识自我，成长自
我，那么读书也就是最终让每个人都有“表情独特
的脸庞”（布罗茨基语），也就是成为自己，而不是
和他人一样。做老师的人正可以想一想，在自己
的课上，思维方式，抑或话语风格，是不是跟别的
老师都一样？是否有自己的教学追求乃至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是否对自己的学科有独特的理解与
坚持？我觉得就是这些决定了孩子们是否亲近
你，是否能快乐地与你度过每天的学习生活，说到
底，“专业发展”这件事，多数时候不是别的什么教
育完全推动的，只有用自我教育来完成。读书，正
是自我教育的最佳路径。

（作者系2015年度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
人物之一）

书是一面镜子
冷玉斌

记得十多年前我读赫伯特·
西蒙的 《我的种种生活模式》 一
书，震撼于此公天才创新力，横
跨文理两界的大牛。他拿的是芝
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但获得过
经济学诺贝尔奖、计算机图灵
奖，以及心理学和管理学等领域
的顶尖级大奖。而在这本书里，
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自
己走过的道路得出的结论是：这
条道路是环境与自己互动的产物，
就是自己顺应当时的环境，一路走
下来“随遇而安”的结果。近来我
读到郑也夫的《文明是副产品》（中
信出版社）一书，说人类文明的发
展几乎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路子，任
何一次文明大突破，都不是有计划
的“目的产物”，而是副产品。郑也
夫在书中数次提到教育问题，不妨
借此书来关照一下教育与人才的
成长现象，带给我们哪些对教育的
思考和启发。

教育的目的似乎有不同的定
义，但是大体上还是要培养人
才。人才千差万别，早期笼统地
学习各种基本知识，后来职业选
择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诸多不可
预期因素造成的。比如笔者成为
社会学者，就是很偶然的因素促
成的。我在大学三年级之前，从
未听说过社会学这个词。直到大
三结束后，我回到母校，巧遇中
师历史老师，说起我打算考研的
事情，他说了一句“社会学也不
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社会

学”三个字。开学后回到学校找来
社会学书籍一读，就着迷了，后来
就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走这
条道路是不是最优选择？根据西蒙
的理论，我们都是有限理性的，所
以无法知道最优选择是什么，决策
依据的是“满意原则”。选择了社
会学为职业，于我很是满意。

如同文明是副产品，不是有目
的的产物一样，人才的发展宏观上
看也是如此。但是，也如同文明发
展有其范式一样，人才成长也大致
遵循同样的机制。郑也夫在“文明
与副产品”一章里总结了五条机制。

第一条是给予。在农业起源过
程中，天赐“圣米”居功甚伟。也
就是没有人栽种的大片野稻，让人
找到了天然“仓库”，定居后人口
增长，需要更多的米，就开始栽
种。这样，农业社会开启，人也被
农作物捆绑住了。就是说给予会改
变对方的心理、期待和行为。不管
是家长，还是教师，通过奖惩，每
天都在“给予”学生和孩子们些什
么。正如书中所说：“父母的过分
给予也是问题产生的主因。父母肯
定是要给予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
是该给则给，不该给则不给的原则
以及分寸问题。”家长和老师的行
为，都会影响孩子的心态。“溺爱
——父母过度的给予，使孩子背离
了常规，会造成孩子发展的异化。”

第二条是借用。借用就是别的
文明有的，我们的文明可以借用过
来。在人才成长中，借用常常是丰

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所必须的。比
如，上面说到的西蒙，他借用计算
机模拟来研究心理学和经济学等，
使得他横跨几个不同的大领域。文
明的创新不少是借用后产生的结
果，个人的成长也一样。书中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关于中国和希
腊两种文字和语言发展的对比。中
国极为重视文字，但轻视口语，产
生了大量的文字作品；而古希腊则
轻文字，但是极为重视论辩，重视
语言的运用。郑也夫得出的结论
是：“西方重辩论与演讲，中国重
文章与背诵的倾向贯穿古今。”“宏
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
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我们的科
举传统到如今，都是重视笔试，而
不是口试。不妨我们把语言的培养
重视起来，把西方重视辩论与演讲
的传统借用过来。

第三条是杂交，也是说的跨学
科的好处。告诉我们，不要让学生
过早文理分科，造成知识壁垒，难
以跨界。

第四条是发明。一个新的发明
会带来一连串不可预期的后果。比
如，教育上的某些特殊实验班。因
为实验班，就会尝试一些新的方法
或者内容，带来后继一系列的人生
路径依赖后果。比如，黄埔军校、
社会学里的南开培训班，就是诸多
偶然因素，让这个“发明”影响了
一批人的成才道路。

第五条是互动。这个词是社会
学里最关键的词汇之一。人类一切

活动都是不同形式的互动。西蒙说
自己的人生道路是自己与环境互动
的结果。互动在关系中产生，也在
塑造关系。用郑也夫书中的话说：

“互动产生了互动前所没有的新的格
局、关系、心理、性情。”书中举了
个例子，美国家庭农场，父子两人
养奶牛，牛被他们圈养，同时他们
也被牛捆绑住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也是一样，老师在控制和教导学生
的同时，老师也成了学生“驯化”
的对象。

我们借用文明与副产品的几个
范式关系来思考教育与人才成长问
题。人才成长也是无法具体计划
的，是复杂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这一点来看，人才一样也是“副
产品”。往往那些计划的目的性看似
积极，实则“功利短视”。最近几
年，郑也夫在多年教育研究后，提
出了“消极教育”的观念，就是我
们可以在大的学习环境上有些作
为，比如提供图书、实验条件等
等，但是对孩子的学习和活动应该
少干预。在 《吾国教育病理》 一书
中，郑也夫说：“对人的发展，对创
造力如何发育，承认自己无知，稍
事避免莽撞，可能更明智和可取。
我以为，人类的能力中最微妙的是
选择能力⋯⋯天才人物的选择都是
他们自己完成的，早年在选择上受
到的帮助越大，很可能越难发育出
自己的选择能力。”

（作者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
学博士）

人才也是“副产品”
陈心想

读书那些事

灯下漫笔

汤用彤（右）给汤一介（中）、杨辛讲课。

班主任工作，多少人避之唯恐不
及，杨老师却做得有滋有味、点子不
断，工作常做常新，这是因为杨老师
进行了众多微创新。在人际关系方
面，变紧张为和谐；在管理机制方
面，变单轨为双轨；在班级活动方
面，变共性为个性；在教育常态方
面，变刻板为灵动⋯⋯

新书速递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教
育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那么，父母
如何做好自己？怎样参与孩子的成
长？如何处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本
书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通过一个
个鲜活的生活片段，从原生态的教育
场景出发，引导父母反思并改进自己
的行为，培养孩子的优秀品质，与孩
子一起享受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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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让教育回归美好生活

》

张贵勇

著

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