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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精耘读小学三年级时，新华字
典刚刚出版。好奇的他想在其中找到
自己的名字。

那时他不会使用字典，也没有向
父母求助。他选择了最直接的办法：
一页一页翻。他一个人埋头翻了整整
一个下午，终于翻到那三个字。

几十年后，他依然记得那个场
景。他觉得，从那时起，自己就表现
出一点执着、或者说偏执的性格。

他认为，这有助于他后来从事的
发明事业。

“我笃信新华字典中一定会有我
的名字，就像我笃信我做的研究、我
的发明一定会对学生有用，对促进英
语教学有益一样。认准的事，再艰辛
我都愿意付出。”他说。

成都市西北中学外国语学校校长
田精耘，手握 11 项国家专利，其中
的英语扑克、英语魔方、英语麻将、
英语围棋等4件发明产品，被人们称
作“英语四魔”。

在成都市基础教育界，他凭此赫
赫有名。人们将他称为“机投爱迪
生”（西北中学外国语学校原名机投
中学）。

突发奇想，“英语扑克”
横空出世

和许多发明家一样，田精耘的发
明也源自日常生活中的一次灵光乍
现。

2000 年，37 岁的田精耘已经是
成都市一所中学的英语骨干教师。他
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教学进修机会——
赴美国西雅图学习培训一年。

很快，田精耘就被美国特别的
课堂教学惊住了。有一次，他去听
一 节 文 学 课 ， 老 师 讲 的 是 一 本 小
说，学生却没有拿任何教材。他好
奇地问：“没有课本吗？”老师说没
有。“那为什么选这本书呢？”田精
耘得到一个令他惊讶的回答：“因为
我喜欢。”

这位美国的文学老师解释，正因
为他喜欢这本小说，才会对内容钻研
更深，更有心得体会，由此，他才能
最大限度地把这本小说的情感、思想
展现出来。

渐渐地，“以人为本”“寓教于
乐”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在田精耘
心中扎下了根。“为何我们的课堂总
是那么严肃刻板呢？”田精耘反思。
教育游戏的种子第一次在他脑中播
下。一天，他突发奇想：“有没有一

种好玩的东西，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游
戏中就把单词记住了呢？”

他想到了扑克牌。“因为扑克牌简
单、方便携带，老少皆宜。”他立即买
了 20 副扑克牌回家。最开始，他想得
很简单，一副牌 54 张，英语字母就 26
个，他就给每个字母分配两张牌，却发
现根本玩不起来。

原来，“ABC”各字母所出现的频
率是不同的，但究竟哪个字母多，哪个
字母少，各自概率多少，他一头雾水。

田精耘陷入了苦苦地思索。他每天
晚上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一
大堆扑克牌，尝试不同的字母组合。这
种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原本性格外
向、喜欢结交朋友的他几乎断绝了与外
界的联系。

2004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被字母
排练组合“折磨”得快要崩溃的田精耘
参加了一位朋友的聚会。几杯酒下肚，
田精耘把苦苦寻求字母概率而不得的沮
丧和盘托出。没想到，这位学计算机的
朋友听后哈哈大笑：“这太简单了，包
在我身上！”

两周后，朋友就设计出了一个概率
统计程序。田精耘把所有小学、中学、
大学的课标词汇一一输入，程序自动就
得到了每个字母出现的概率。按照这个
概率设计扑克牌，一下子就通了。

那个晚上，田精耘压抑良久的情绪
一下爆发。他痛哭失声，为自己的坚持
感动，更为最后的成果高兴。他像一个
小孩一样手舞足蹈，捧着设计成功的扑
克牌玩了个通宵。

当田精耘的“英语扑克”展示在师
生面前，立即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他从
自己的班上开始实验，逐渐扩大到更多
班级和学校。使用过的学生爱不释手，
兴致极高。

一鼓作气，十余年获得
11项国家专利

2005年，“英语扑克”成功申请到
了国家专利。这给了田精耘莫大的信心
和继续钻研的勇气。

有一次，他在成都一所小学推广
“英语扑克”，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下
课后，一名孩子走了过来：“田老师，
你发明的英语扑克很好玩，记单词很有
用，但就是要叫上同学、父母一起才能
玩，要是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就好了！”

田精耘开始思索学生可以“独自
玩”的东西，他想到了魔方。此前从未
玩过魔方的他，一口气买了 50 个各种
类型的魔方回家，把魔方一个一个拆解

开，琢磨它的结构。
和扑克牌相比，魔方的难度更大。

魔方有 6 个界面，每个界面 9 个字母，
朋友设计的概率程序已不管用，田精耘
只好用最“笨”的办法，一个字母一个
字母的尝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两年多
的“闭关修炼”，田精耘成功发明“英
语魔方”。学生在初始状态下就能观察
到110多个单词，稍微拧动一下，至少
又能找到五六十个新单词。

田精耘再接再厉，又把目光瞄准了
麻将。

在成都生活，田精耘自然也对麻将
情有独钟。很多人一提到麻将，就想到
娱乐和赌博，但在田精耘看来，打麻将
是一种经典的益智游戏。

刚开始设计“英语麻将”，田精耘
总觉得麻将必须得有“筒、条、万”三
种花色，一直找不到出口。直到一个偶
然的机会，他观察友人打麻将，那副牌
刚好缺了一个子儿，朋友就用白板代
替。田精耘顿时茅塞顿开：“何必非要
拘泥于麻将固有花色，直接找来白板在
上面刻上字母不就行了吗？”

这一招果然奏效，按照“英语扑
克”得出的概率，田精耘将 26 个字母
刻在108张麻将牌面上，字母上标着的
数字，表明该字母在字母表上的排序；
字母旁边的小点，表示该字母在整副牌
中的数量。

在打法上，“英语麻将”有点类似
成都麻将中的“血战到底”。摸足十三
张牌后，上家先出一张牌，下家接过牌
后，与自己手中牌面上的字母进行随机
组合，拼成英语单词。如果下家无法拼
出，则再传给下面一家，一直到上家的
牌都打完。在计分时，拼出英语单词最
多、单词最长的一方获胜。

“英语麻将”很快问世。今年，在
新媒体的助推下，田精耘再次成为“网
络红人”。距离中考不到半个月，成都
市机投中学初三学生打“英语麻将”减
压的消息引人注目。画面上，学生们每
四人围成一桌，摸牌、打出，熟练而自
然。

不久前，田精耘自主研发的“英语

围棋”又获得了国家专利。自此，潜心
钻研十余年的他共计获得了 11 项国家
专利，英语扑克、英语魔方、英语麻
将、英语围棋4件发明产品也被人们称
作“英语四魔”。田精耘本人，也从一
个默默无名的普通中学教师，变成了成
都基础教育界赫赫有名的发明家。

半路出家，矢志提高英
语学习兴趣

可能谁都不会相信，这样一位英语
界的发明“牛人”，学习英语却是“半
路出家”。

田精耘出生在重庆垫江县。1979
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年，他和众多同
龄人一样为自己的大学梦而精心准备
着。恰在这时，有一个可以直接去当老
师的机会出现了。与家人商讨后，田精
耘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那一年，16 岁的田精耘独自来到
一座经寺庙改建而成的偏远村小。下午
两点半，村小就放学了，学生一走，家
住得近的老师也回家了，只剩下他孤零
零的一人。

“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守着空荡荡
的 寺 庙 ， 一 个 人 就 哭 起 来 ， 哭 得 厉
害。”年过五旬的田精耘至今还能清楚
地记得当时孤单的样子。老百姓心疼
他，就为他请愿，让他去条件好一点的
镇上教书。一个月后，田精耘调到了镇
上一所小学。

上世纪 80 年代初，正是全国开展
英语教学改革的时候。教育部门要求中
小学校开设英语课。但在当时，一名合
格的英语教师异常难找。怎么办？垫江
县决定自己培训英语教师，而年轻的田
精耘接受新事物能力快，成为首先考虑
的人选。

在接受了半个月小学英语课程、5
个月初中英语课程培训后，田精耘凭借
着年轻人的头脑敏捷、好学好问，很快
在英语教学方面上手。由此，他生命的
一扇门也打开了，与英语结下了不解之
缘。

“我能学好英语，就是因为我对英
语特别好奇，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田精耘说。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的外
国人很少，在街上要是看到一个外国
人，人们都会咋咋呼呼半天。有一次，
他在重庆解放碑遇到一名外国人，就一
路追着与他进行英语对话，回到学校到
处“炫耀”，兴奋劲儿持续了好几天。

从那时起，田精耘就意识到兴趣对
一个人学好英语的重要性。

而从自身学习英语的过程以及多年
的教学经历出发，田精耘认为，让学生
丧失兴趣的“罪魁祸首”就是词汇。

为了让学生记住单词，老师普遍采
取死记硬背的办法，有时候还让学生抄
写几十遍。在田精耘看来，正是这种大
量重复的机械劳动让学生对英语学习彻
底厌烦，失去了兴趣。

“这也是触动我发明英语扑克、英
语魔方、英语麻将、英语围棋的直接原
因。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玩耍中就记住了
许多词汇，还训练了分析能力、观察能
力、思维能力。”田精耘认为，他的发
明能提高学生的许多非智力因素，恰恰
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当学生掌握了一定量的词汇，才
能够形成阅读能力。就好比学习中文，
首先要解决生词，才能看书读报。”在
田精耘看来，词汇才是学好英语的关
键，而如今的英语教学是存在问题的。
从教材板块化的编排来看，最注重的是
语法，此外，英文阅读基本是考卷上读
完就要做题的短文，没有让学生真正意
义的阅读，学生学到的是考试技巧而非
语言应用⋯⋯他说，中国的孩子学英语
缺乏学习兴趣，也缺乏必要的学习环境
和氛围。

对此，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力非常认可。“英语对我
们国家来说是一门彻彻底底的外语，而
在不少国家却是作为第二语言在运用，
这就导致我们缺乏实际的语言运用环
境。”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接触英
语学生很有兴趣，渐渐地就没有了动
力，因为“不能用”。

在李力看来，田精耘的发明对英语
教学中存在的缺陷有着重要的弥补作
用。“学生玩的过程，就是一种输出和
运用，学生玩得越好，学会的词汇就越

多，兴趣就会越高。”李力尤其推崇“英
语麻将”，认为其真正做到了教育和娱乐
的完美结合，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精心耕耘，热爱与执着成
就教育梦想

2013 年，田精耘主动申请从成都武
侯区教育局的岗位调到地处城郊的西北
中学外国语学校做校长。

他还是喜欢在教学一线，最愿意听
到的称呼还是“田老师”。

田精耘的父母都是重庆垫江县有名
的教师，桃李满天下。每当逢年过节，
教过的学生就会登门拜访、络绎不绝。
这给年幼的他的心灵带来极大震撼，他
看到了人们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也体会
到了父母作为教师的幸福。

在把教师比喻为园丁的年代，当了
老师就意味着需要辛勤付出。“精耘精
耘，意思就是精心耕耘，父母给我取的
名字，就注定了我要当老师。”田精耘打
趣。

回望这十几年搞发明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自己当得起“精耘”这两个字，

“那真是一个孤独、痛苦又夹杂着丝丝兴
奋的过程”。然而一旦开始研究，田精耘
整个身心都沉浸其中，几乎断绝了与身
边朋友的一切联系、应酬，对家人的关
心也少了许多。

因为搞发明，老婆没少和他吵架。
以前在家，田精耘非常勤快，洗衣做饭
样样都干。自从搞了发明，他就什么都
不顾了，老婆孩子跟他说话，他可能根
本没听进去，因为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
发明的事。

但随着发明成果的应用效果得到验
证，很多人开始对田精耘的这股执着劲
儿直竖大拇指。最早将“英语扑克”引
入学校进行实验的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学校校长邱华注意到，孩子们特别喜
欢“英语扑克”，有的还带回家和家长一
起玩，英语学习兴趣和效果都显著提
升。据他统计，使用“英语扑克”的实
验班的学生，词汇量比其他班级至少翻
了一倍。

最让邱华感佩的是田精耘对教育事
业的这份热爱和使命担当，“他只有非常
热爱教育，才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去搞研
究。他看到了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寻求解决之
道，让学生受益”。

“像他这样，因自身热爱而安静地专
注于教学研究的老师不多了！”成都市武
侯区教科院新教育办公室主任李镇西说。

外语教育专家张正东、刘道义看到
他的发明，赞赏有加。曾任教育部教材
审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中小学英语教
材主编的刘道义为他的“英语扑克”写
到：英语扑克牌，学习功能多，助你记
词汇，帮你练对话，学中求快乐，乐中
效率来。

专业学者的鼓励给了田精耘精神上
莫大的鼓舞，也坚定了他继续走下去的
决心。他发明的“英语麻将”已经入选
由中国教育科学院组织的教育综合改革
试验初中学生社会实践成果展示活动，
并正在申请成都市级教育课题。田精耘
希望有更多一线教师参与其中，以研究
论证其对学生学习上的作用。

田精耘表示，未来，他将进一步完
善系列发明产品，并推广给更多的农村
学校，帮助提高广大农村学子的英语水
平。

扑克、魔方、麻将、围棋，他信手掂来，统统将其变成学习英语的玩具——

发明“达人”田精耘
特约撰稿 刘磊 陈志敏

33 岁时，蒋梦麟迎来人生的第一
次重大挑战。

那是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大批学生被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多方
奔走，将学生保释后，出人意料地宣
布辞职，次日即离开北京，并留下一
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

一向被视为北大绝对灵魂的蔡元
培，发出自己犹如匹马，被路边看客
不断喝彩，导致骑者不停加鞭使自己
力竭而亡的感叹，事出有因。

当时的北大派系林立，内斗频仍。
教授分为四大派别，学生领袖也政见不
同，多有龃龉。学校外部，浙江人占主
导的北京教育界和影响辐射全国的江
苏省教育会两大势力斗得不可开交，政
界势力更对学生力量各有算盘。在全
国文化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北大，一时成
为各方角力的战场，暗流涌动。

身心俱疲的蔡元培选择暂避风头，

同时“钦点”蒋梦麟，让他以自己代理人
的身份，空降北大，主持校务。

临危受命的蒋梦麟，不仅要面临
派系斗争的难题，更有许多现实问题
亟待解决。他曾自述：“半年的欠款，
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
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

然而蒋梦麟并无推脱。在教授评
议会的亮相上，面对大教授们怀疑的
目光，才 33 岁的蒋梦麟不卑不亢，他
温和且低调地陈述，他此次来，只代
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长；
且只是代蔡来捺捺印子，一切最终还
是要请各位主持。身为杜威弟子、哥
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蒋梦麟的第一次出
场，居然如此谦和低调，使各位教授
暗暗吃惊。

三天后的北大学生欢迎蒋梦麟的
全体集会上，蒋梦麟深知必须要给学
生运动予以定性，方能赢得学生信

任。他和蔡元培一样，对学生参与政
治运动始终抱以怀疑态度。既要顺从
学生心理，又要表明自己主张，蒋梦
麟把两者中间的平衡拿捏的恰到好
处。他先是大大赞扬一番，不惜说出

“ 世 界 各 国 ， 亦 莫 不 对 诸 君 而 起 敬
意”这样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又表
明“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
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
脚点”，力促学生回归课堂，回归本
分。

短短一周内，蒋梦麟摆平各方关
系，在北大这个大染缸里游刃有余，
表露出与年龄不相匹配的办事能力，
使北大迅速平静下来。这一次突如其
来的大考，蒋梦麟几乎交出满分答
卷。数月后，蔡元培回归北大，蒋梦
麟被委任为总务长。此后十年间，蔡
元培屡次“辞职”，均由蒋梦麟顶上。

1930 年，蒋介石一纸任命，蒋梦

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当时，北大教
授生活困顿，教授在外兼职蔚然成
风，导致本校的本科教育一塌糊涂。
蒋梦麟多方联系，带着中华教育基金
会的一大笔钱入主北大，很快稳住人
心。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 年间，他
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
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
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
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
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
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
本校之不足”。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
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
也有稳步上升。蒋梦麟自己说：“从民
国 19 年到民国 26 年的 7 年内，我一直
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
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
变为学术中心了。”“虽然政治上狂风
暴雨迭起，北大却引满帆篷，安稳前

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
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
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
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
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
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胡适说蒋梦
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
长。魄力、担当何在？论个人魅力，
他不及蔡元培，论才情，他不及胡适
之，但论起办事能力，蔡、胡都要愧
让蒋三分。

蒋梦麟自称是蔡 （元培） 先生的
一条狗，因为蔡是北大的“功人”，所
以自己便是北大的“功狗”。这便是蒋
梦麟的独到之处。他未必有大的胸怀
和很远的眼光，但是他在实践当中完
成了一件又一件事，为教育事业立下
了一些功劳。不管时局如何变化，这
样的功劳和精神，都应该被后人记住。

蒋梦麟：“三子”立一生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田精耘向学生展示他的田精耘向学生展示他的““英语魔方英语魔方””。。 刘磊刘磊 摄摄

学生们在玩田精耘发明的学生们在玩田精耘发明的““英语扑克英语扑克””。。 刘磊刘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