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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2014 级人文实验班发起、杭州
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参与的“京杭
学生手拉手，共护京杭大运河”
志愿服务活动圆满结束了，作为
活动成果之一，这本 《孩子眼中
的京杭大运河》（吴宛谕主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图文并茂，活
色生香，凝聚着孩子的汗水、思
考和梦想。

人大附中创办人文实验班的
初衷，就是要培养热爱祖国、服务
社会、注重品德修养的现代公民；
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中外兼修、文理并蓄的优秀
学子。由人文实验班团支部发起
的京杭大运河志愿服务活动，正
是这一办学理念的有益尝试。

中国的大部分大河是东西向
的，她们滋养了中华五千年的文
明，可是有一条南北向的河，让
中国实现在不同的纬度间物的交
换、人的交通、文的传播、思的
流传。回望历史，品读当下，展
望未来，在这条长长的运河上，
凝聚着情感，积聚着力量，沉淀
着哲思，承载着梦想，怀抱着远
方。

这条大运河上，走过贬谪杭
州的苏东坡，走过十年一觉扬州
梦的杜牧，走过豪情万丈的商贾
名流，也走过推动历史长河奔腾
向前的普通民众——呼喊着号子
的纤夫们⋯⋯

人大附中 2014 级人文实验
班团支部书记吴宛谕同学发现京
杭大运河面临环境保护、运河民
俗文化流失等现实问题。她提
议，在运河“申遗”成功一周年
之际，组织学生青年志愿团开展
为期一学年的以考察京杭大运河
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这
一提议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支持
和全班同学的积极响应。为此，
吴宛谕以班级团支部的名义执笔

给人大附中团委递交了 《关于开展
京杭大运河文化宣传志愿服务的报
告》，得到了校团委的大力支持。就
这样20多名志愿团的同学利用寒暑
假，完成了对京杭大运河天津、河
北、山东、江苏以及通州与杭州的
考察、环保宣传任务，并撰写了 8
万多字的志愿服务笔记。

人大附中的这一活动得到运河
沿 线 有 关 学 校 师 生 的 积 极 响 应 。
2015年7月19日，以“京杭学生手
拉手，共护京杭大运河”为主题的
运河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在中国京杭
大运河博物馆拉开序幕。来自京杭
大运河最北端的北京人大附中和来
自大运河最南端的杭州学军中学、
杭州二中、杭州文澜中学、杭州滨
兰实验学校等学校的30余名学生齐
聚拱宸桥畔，开启了大运河南端与
北端的“会师之旅”。活动期间，同
学们高举学校志愿服务团团旗，考
察京杭大运河各段景点、运河博物
馆，走进运河人家，走访民间艺
人，并通过召开座谈会、在京杭大
运河博物馆开展为市民义务讲解等
活动，宣传运河文化和中华文明。
走访大运河、宣传大运河、了解大
运河的过去和现在，对孩子们而言
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而开展运河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让孩子们的实践
有了方向和现实意义。

京杭大运河承载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相信同学们在开展
活动过程中能够加深对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
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
书”的远大理想。梦想的力量是惊
人的，被梦想激活的人生也必将是
绚丽多姿的，有什么样的梦想，就
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要相信梦想
的力量：只要美德、信仰、智慧的
种子在同学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同
学们一定会拥有硕果累累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

一本走读运河的
“少年中国说”

翟小宁

凌宗伟老师的新书《有趣的语文》，
封面设计得极富思想，书名上面是一行
字——同孩子一起逃脱束缚，下面是一
幅漫画，一条金鱼在操作一把巨大的剪
刀，那是要剪掉束缚。金鱼是美好的，又
是弱小的，操作大剪刀应该很费力，但它
在操作，那绳索已经进入剪刀口。

这让我想起奥卡姆剃刀，威廉·奥卡
姆提出被现代自然科学视为公理的“思
维经济原则”,即“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
体”，休谟进一步发挥了“思维经济原
则”：“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
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
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
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
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
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

想。”这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启示，逻辑和
实证作为两片刀组成一把剪刀，任何理
论都要经受这把剪刀的考验。同孩子一
起逃脱束缚，并不是要摆脱一切约束，而
是逃脱那些缺乏逻辑演绎论证和实践归
纳验证的认知理论和行为规范。

现代的语文教育界，是一个理论多
如牛毛的领域，大多言之凿凿，但其实很
可疑，有的以片面代全面，有的逻辑不
通，有的甚至还分不清认知和实践、事实
和意见，如所谓的真伪语文、真伪主体理
论。许多理论是把有机的东西变成无机
的，把变化的变成静止永恒的，把活的变
成死的。原因在于，依赖经验的有不少
经验论的修养不够，依赖逻辑的有不少
理性论的修养不够，加上人性的自负、擅
断倾向，以及急于出成果的迫切心情。

这些横竖丛生的不可靠理论，需要
揭示，需要修剪，需要逃脱。凌宗伟老
师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
效，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他有硬功夫，
读了几百本书，包括大量的教育书籍，
也有笛卡尔、培根的书，还有哲学家康
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他的阅读不是
随意浏览，而是抄录了数不清的资料，
做了大量的批注。他有一个习惯，看书
时 把 认 为 好 的 段 落 拍 照 下 来 发 到 qq
群、微信群，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有自己
的感想。他还从贤师那里学到：学他人
但要做自己，讲章法也要天马行空。凌
老师的个性也适合完成这样的任务，每
一次他上公开课，总是要想着法子跟上
一次不一样，不拘泥于一刀切的规定，
不拘泥于教案，反对招数固化。多种因

素集合在一起，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凌宗伟老师之所以要挥舞起剪刀，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实践切肤感受，
也有他人的理论启发，如唐纳森在 《大
脑的发育》 一书中提出的“宁要参差不
齐的不规则性，也不要一刀切。”

摆脱各种可疑的束缚，解放学生，
可行吗？《老子》 有一句话：“我无为，
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是

“少管”的哲学基础。相应的教育哲学
凌宗伟用蒙台梭利的话来表达：“课堂
中的那些知识、技能、价值观，从更人
性的立场看，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而是
学生悟出来的。”

问题是，学生会去悟吗？一老师提
出，有的学生喜欢游玩、吃喝、蹦跳、
恋爱，就是不喜欢数理化、文史哲等学
校开设的课程，他怎么会在课程学习中
去积极地悟？

朋友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喜
欢即有，不喜欢即无。听起来有点唯意
识主义，但如果用在人才培养上却很有
启发。一个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人几乎不
可能成为该领域的优秀人才，如果是真
心地喜欢，就会有很多收获。

如何让学生喜欢上课？答案就是有
趣，这就涉及到本书的书名——有趣的
语文。在教育中，师无为，生不一定自
化，在减少外在管控的同时，教师要设
法让课程有趣。德鲁克说过：“管理不
是控制，而是释放。”教育尤其如此，
一方面不能有“一切尽在我掌控之内”
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引起学生学的兴
趣，引导学生释放自己的正能量。

在本书中，凌宗伟老师还用不少篇
幅论述了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教
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创新和理性人才
的必备素质。语文教育的重要路径包括
阅读和写作，阅读不能忘记审视他人的
思维，写作不能忽视构建自己的思维。
好思维的特点是具体清晰、开放全面、
理由充分、证据真实、敏锐洞察、善意
理解、结论慎重等等，这些也是批判性
思维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和创新没有走
在世界前列，不理性现象横行社会，与
思维欠缺有很大关联。语文应该担负起
思维教化的重任。

第五讲 《保卫课堂自由》 最触动我
的情感，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课堂正在被
一大批局外人操控，这些局外人基本没
有上过同样的课，很多从来没有给孩子
们上过课，他们忙于制造理论和文件，
根据自己想当然的观念和直觉评课，要
求教师和学生服从，表层目的是为了教
育、为了孩子，潜意识中恐怕是为了享
受支配的快感。韦伯认为，支配是社会
结构中的决定性角色。福柯提出，每个
行动者都程度不同地谋求获得更多的资
本，从而获得支配性位置。获得支配感
是人的本能冲动，但通过放肆地支配课
堂获得支配感是一种罪恶，因为课堂的
特殊性、变化性、细微性决定了支配过
多必然导致课堂死亡。在第五讲中，凌
宗伟多次引用了保罗·弗莱雷在 《被压
迫者教育学》 一书中的言论，这也是一
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思维与创新
教育研究所）

我们需要挥舞起剪刀
宫振胜

编者的话：
中国首部大型青少年德育画本“我的家在中国”首发式近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举行。由中小学德育专家檀传宝主
编、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大型青少年德育画本，用孩子
最易接受的方式为他们讲述了一个完整、复杂、深厚、有魅
力、有回味的中国。本文为檀传宝教授在首发式上的发言。

撇开社会与政治等宏观因素，
仅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说，爱国主
义教育之所以难以开展，主要是两
大挑战难以简单应对所致：第一，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如何系统、合理
建构；第二，爱国主义教育如何避
免简单、强制灌输。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如何
系统、合理建构”这个问题，我们
从一开始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
考，形成了较好的顶层设计。这是
我们区别于其他同类读物的第一大
优势。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她不
仅包括山川河流、湖泊海洋等物质
层面，也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文化
等精神维度。中国不仅有地大物
博、精彩纷呈的静止的美好，而且
有数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发展动力
奔腾不息的动态之美。因此我们决
定从“自然中国”“文化中国”“当
代中国”三个维度去努力呈现一个
立体、厚重的中国。“自然中国”
包括 《山河之旅》《湖海之旅》 两
大系列；“文化中国”包括 《民族
之旅》《节日之旅》 两大系列；“当
代中国”则设计了《城市之旅》《道路
之旅》两大系列。全书六大系列，每
一个系列里均包含 8 册，即具有代
表性的 8 个学习主题，总计 48 册。
虽然由于读者年龄段的定位设计，
我们并不追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地介绍中国，但是通过以上对于教
育内容的顶层设计，我们已经为少
年儿童建构了一个全面理解中国、
深度亲近中国的优质学习平台。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如何避免
简单、强制灌输”的问题，“我的
家在中国”画本系列更是作出了自
觉而且卓有成效的教育学努力。

所谓“教育学努力”主要是说
这套读物是一群教育学者所编、具
有显著的教育学观念与思维特色。

这一特色至少包括：第一，审美
化学习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在
地图上旅行”的审美设计。因此
画本努力以祖国的自然之美、文
化之美、发展之美吸引孩子们在
拟想的旅行中完成对祖国的愉快
阅读，避免了爱国主义教育可能存
在的强制灌输之弊端。第二，建构
性学习的安排。爱国主义教育不
能培养被动的公民，为了激发儿童
学习的自主性、创造性，我们在画
本创作中不仅一直强调文本与儿
童互动的对话意识，而且采用了许
多互动学习、启发式教学、发现式
学习的设计。画本可以有效帮助
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实现国情知识
的学习与建构式学习能力的同步
提升。第三，批判性学习的安排。
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是要培养对
于国家的迷信。中国有山川、文
化、发展之美，也同时面对着问题、
困难与挑战。不介绍前者，孩子们
难以在感情上走近祖国；不介绍后
者，难以激发小公民对于国家建设
的责任感。画本不仅追求在内容
上呈现一个立体的中国，而且追求
在评价上帮助小读者形成一个立
体的、理性的中国认知。

理解中国 亲近中国
檀传宝

关于顾准，我读过他的《顾准文集》，
也读过写他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
长期以来，顾准在我心中一直高居云端
般巍然神圣。现在这本 148 页的《干校
札记》（徐方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把顾
准请到了我身边，使我得以近距离平视
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作者徐方当年还只
是个孩子，随母亲来到干校生活。四十
多年后，她把当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
来，这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十五
岁孩子明澈的眼睛，看到这位思想家作
为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非常年代的常态
生活，感受到他的从容呼吸或怦然心跳
——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
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
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心想，这个伯伯好
可怜啊！

我开始注意他，发现他很少讲话，总
是拼命干活儿。一次看见他一个人在那
儿筛沙子，不停地挥动铁锹，干了很久很
久⋯⋯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
他说当时精神已经濒临崩溃，是想通过
拼命干活儿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
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一次开完
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
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
上去了。”

⋯⋯
这样的顾准，我们在顾准自己的文

章中是看不到的。这样的视角也只有和
顾准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作者才具备。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这
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
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
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睛去观察
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
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
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如果顾准只是满足于非常年代的
“生活常态”，那他就不是顾准了。正是
在那个恶劣环境中，顾准以一种穿透历
史的眼光，探索着中国的未来。他孤独
而艰难地思考研究：计划经济为什么没
能让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
的 经 济 体 制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现 代
化⋯⋯在动荡的岁月里，他却试图回答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即当革命
成功砸碎了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之
后，如何建立新制度、新秩序和新文化？

顾准的思想求索当然不是自干校才
开始的。他在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便提
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
产。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
在干校，他已是“戴罪之身”，却依然冒险
继续着他的探索思考。顾准的观点无疑
非常大胆且超前，他因此被公认为是在
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

济理论的人。顾准的观点启发和影响了
孙冶方、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后
者沿着顾准的思想方向继续探索。他们
的思想成为 30 年之后中国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资源，为改革开
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用今天的话来说，顾准的研究就叫
“思想创新”。本来，在一个生机勃勃的
社会，思想创新的权利应该属于每一个
公民。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所谓

“思想创新”，往往就是“思想超前”。可
以说，历史上所有新思想的萌芽，最初都
是“不合常规”的。远如哥白尼的“日心
说”，近到小岗村的“大包干”——后者如
万里生前所说，最初甚至是“违宪”的。
然而，这些创新后来都成了人类社会的
基本常识和主流。顾准当年苦苦思考探
索的“市场经济”，今天不已然成为中国
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选择，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然的经济制度
了吗？尊重每一个公民思想创新的自
由，给思想以宽容，给创新以等待，这应
该成为人类思想发展遵循的规则。

当年的顾准没有得到这样的宽容，
相反他遭到了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
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尽管如此，在那个
年代，顾准还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
的风骨与尊严。正如邵燕祥所说，因为
有了顾准，“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
名誉”。

读 《干校札记》，我理解了为什么
李慎之会在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

“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
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
着自己向前吧！”不过顾准拆下自己的
肋骨当火把所照亮的，不是自己脚下的
路——他并非看不见脚下的路，他照亮
的是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路。今天，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
共识，或者说常识，但我们不能忘记，
当年顾准为了提出这个常识，竟需要

“拆下肋骨当火把”，付出自由与生命的
代价。

让我忍不住落泪的是，他的“肋骨”
熊熊燃烧之际，也正是他的生命遭遇绝
症之时。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是极其悲惨
的。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
离了他——

据母亲讲，顾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
心情非常不好，伤心至极，甚至可以说
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
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
希望借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
类做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
是美好的！我才 59 岁，真不愿意死
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
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
来而痛心疾首！

顾准伯伯仍然苦苦盼着孩子们来看

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
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
们想得好苦啊⋯⋯”可是，得到的答复只
有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
的影响”。⋯⋯当他明确得知几个孩子
不肯来看他，情绪异常激动，连续四个小
时都不能平静⋯⋯

历史并不仅仅是“大人物”的叱咤风
云，也并不仅仅是“大事件”的波澜壮阔，
还有和人物事件相关联的无数细节。有
细节的历史才是丰满的历史，也才是真
实的历史。

在当时的中国，顾准的遭遇绝不是
孤立的“个案”，而是至少两代知识分子
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必然命运。这本书显
然不仅仅是写顾准，而是写了在干校生
活的一群知识分子。下放到河南息县

“干校”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集中了当时
中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可谓藏龙卧
虎。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赵人伟，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
志韦，文学所的钱钟书、俞平伯、何其
芳，宗教所的任继愈，还有当时算年轻
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
等等。然而这些学者大师来干校并不是
来研究其专业的，而是干各种体力活：拉
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搭脚手架、卸砖、
砌墙、挑水、打井、割麦、种豆、积肥、喂
猪、运粮、修路、做煤饼⋯⋯在该书中，我
们看到吕叔湘卖饭票，钱钟书当邮差，
何其芳、任继愈养猪，俞平伯夫妇为豆
腐坊选黄豆、为盖席棚搓麻绳⋯⋯劳动
本身当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让中国一
流的学者大师来做这些简单粗笨的农
活，无论如何是对国家人才资源的极大
浪费，更是对知识尊严的极大轻贱。

曾继司徒雷登之后任燕京大学校长的
陆志韦，1949 年严词拒绝国民党给他发出
的去台湾的邀请毅然留在大陆。20 年后到
干校时已经是 76 岁的老人，他被安排的活
儿是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身体便不能支
撑，有一次竟然晕倒在养猪场。这样的劳
动，对年迈体衰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种
身体的折磨。

除了身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改造”。
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在“斗私批修”会上说，
刚开始背粪筐觉得不好意思。一次碰到一
堆人粪，为拾还是不拾犹豫徘徊了很久。他
说这时他想到了毛主席教导：“最干净的还
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
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都干净。”于是，他在羞愧万分的同时豁然开
朗：原来不是粪脏，是自己思想脏。于是他
把粪拾了起来。

按当时官方的说法，干校的使命是“再
造新人”，就是把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再造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最终这个目
的达到了吗？作者在该书里勾勒了干校政
治运动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记录了批判
斗争气氛中的告密文化、犬儒心态等等。正
如吴敬琏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其实是被
扭曲人性的记录，与共产主义实在扯不上什
么关系。”

感谢作者徐方以朴素而真实的文字将
自己在这年代这地方的耳闻目睹记录了下
来，让读者深切体会到，为了开启今天的
改革开放，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曾付出怎
样的代价；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事业，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铭记过去，
是为了珍惜今天，并更加从容而坚定不移
地走向明天。这是该书的珍贵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教科
院）

一个少年眼中的知识分子群像
——读《干校札记》

李镇西

灯下漫笔

选自

《干校札记

》封面

凌宗伟 著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教师荐书

专家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