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新闻·人物

2018 年 1 月 11 日
主编：
高毅哲 编辑：
高毅哲
电话：
010-82296522

设计：
王保英

校对：
赵阳

张孝骞：
杏林之侠

回望教育家

刘博智
无论是刚刚念完希波克拉底誓言
的新生，还是柳叶刀握了许多年的成熟
医生，似乎内心都要面临这样的诘问，
何为良医？
如果非得要把良医漫长的职业生
涯压缩到一个动作，
或许是这样的——
北京协和医院校史室里保存着一
个被截短的听诊器，那是年事已高的张
孝骞为了听诊的准确性而自制的听诊
器。他要临近病床，
弓着腰贴近患者。
医学界的“南湘雅，北协和”，都与
他有不解之缘。国难之际，他历经颠
沛，组织湘雅南迁贵阳，保存医学之火
种。新中国成立后，他重返协和，主持
在协和医院建立消化学系，促成了内科
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
无愧为奠基人。
说实话，在了解张孝骞之前，我对
医生最直观的印象来自日本电视剧《白
色巨塔》，
电视剧将医院的权力结构形容
为
“白色巨塔”
。每天外科主任巡房如同
皇帝出巡，
前呼后拥，
一大群穿着白大褂
的医生小心地按着资历的深浅，保持着
与主任之间的距离。外科主任则像审阅

大
家

奏折一样听取主治医生的汇报。
的只有 56 个小本。他蛮可以组织遍布
在协和，我们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
全国的弟子编写一部内科学大书。但
的景象。查房时，张孝骞会忽然在这些
面对科学殿堂，他带着对待病人时“如
毕恭毕敬的目光下消失掉，不是去拧紧
临深渊”的虔诚谦卑，就如同他给这一
一个漏着水的龙头，就是去关掉一盏彻
箱本子起的名字——《医学拾零》。
夜未熄的灯。这些小插曲，常常使跟随
我打开一本翻看，密密麻麻的公式
在他身后的这支庄重的队伍不知所措。
和术语，
我能看懂的内容有限。但是我相
常与张孝骞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并
信，
每一行字，
可能就是多年心血的凝萃；
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生就一副暴
每一行字，
可能就能拯救一个生命。看似
躁、
执拗的性格。
轻巧的小本子，
却满载着生死的重量。
这位协和医院任期最长的内科主
医学求索的微光逐渐跳动衰暗，87
任在工作上极其严厉，一张病历上漏填
岁时，张孝骞左眼因严重的白内障几近
了患者的姓名，他动怒了，紫涨着脸，几
失明，为了之后还能看病人和临床文
乎是在吼：
“ 病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了我
献，他执意让眼科大夫直接把晶状体摘
们，
懂吗！
”
除，后配置了一副高度远视镜。因为
不过在病人面前，他总是揣着小
“失去了这个小本，意味着切断了他通
本，像个恭敬的学生，记下他细致的观
向病房的道路，意味着他同病人的分
察和病人病情的变化，进而分析、校正， 离，
意味着他医学生涯的终止”。
一直追踪到出院之后。年复一年，一个
2017 年年底，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
个小本积攒成几大箱，浩瀚的知识海洋
的纪念张孝骞诞辰 120 周年活动上，来
便由这点滴汇成。
了一位病龄 36 年的病人唐剑。当时，
张
纵观他的这一生，这位公认的泰
孝骞诊断他为罕见病克罗恩病，这种病
斗，没有留下多少宏篇大著，留给后人
不断发作，纠缠发病者一生。在随后的

36 年，
他九死一生。
大屏幕上，滚动着协和医院参与救
治唐剑的医生名单。整整两分钟里，几
百名医生，一个个名字，像一场 36 年的
接力，
时间的累积充满了温暖。
唐剑确诊的六年后，张孝骞去世
了。侠医转身，天地惧色。所幸，他用
手拢住的火种，
得以延续、
燃烧。
回到最初的问题，何为妙手仁心、
杏林之侠？
1919 年出版的《新湖南》月刊第一
卷第一期中一篇名为《公共卫生设施之
程序》的文章或许可以代为解答：
医者，外治肌骨，内驯五脏，袪疾
患，消病痛，以精专之术救死扶伤，此为
妙手仁心。
医者，上循天道，下探良方，扬善
义，慰人情，以公共立场济世安民，此为
杏林之侠。
世有良医，天下之福，幸甚至哉，幸
甚至哉！
这篇文章的作者张孝骞，那年 22
岁。

他的数学文化课火遍校园；
在他眼里，数学不仅是符号公式，更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

顾沛：数学之美，我讲给你听
本报记者 徐德明

“我叫顾沛，今年 72 岁，已经教了
后仍然能安排新来的客人，解释无限
43 年的数学。”
“ 数学，使一些人垂头
与有限的根本区别，让学生感悟“无
丧气，又让一些人如醉如痴。”在很多
限”中的数学美；用“10 秒钟计数”的
场合，南开大学数学教授顾沛的开场
游戏，逐步引出斐波那契数列与黄金
白，像他往常在数学文化课上要求学
分割；还以“抓堆”游戏引出“解决关于
生用数学语言表述一样，
“ 要做到准
自然数的问题”的四点规律，让学生感
确、严谨、规范、完整、简洁”。
悟其中的数学之美……
他顶着一连串“国”字头荣誉：首
尽管已年逾古稀，但顾沛对传播
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历任教 “数学之美”的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歇。
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
不久前，在为天津市南开中学学生作
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 “英才计划”校园宣讲时，他开门见山
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曾获国家级
地说，当今社会十分重视人才的数学
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
素养，一些企业招聘考试、高校的自主
是两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带头
招生考试，往往也与数学素养相关。
人，也是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的 “在这些数学素养中，蕴含并体现着丰
带头人……
富的数学之美，就看我们能不能理解
他开设高等代数、抽象代数、数
它、掌握它，就看我们有没有数学审美
学文化、大学文科数学 4 门本科生课
的观点和思想，就看我们能不能透过
程——每门都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现象看本质，
感悟到数学之美。
”
其中，数学文化课程还被评为首批国
“这些年，不时有人问我，学了 13
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程。
年的数学，定理、公式，生活中用不上，
前 不 久 ，顾 沛 为“ 国 培 计 划
工作中也从来没用过，为什么高等数
（2017）”——专职培训团队研修项目
学还要设为必修课，连文科生也不例
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班（高校班）学员作
外？到底数学的价值何在？今天来到
了题为“把教学当作一门艺术”的专
这里，就想协助澄清这个误解，让大家
题报告。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全场
对数学不再畏惧。”2015 年 8 月，顾沛
气氛轻松热烈、互动频繁。“近距离
还赶了一回“时髦”，他受邀参加山东
地接触顾老师，更感觉到师者的伟
卫视真人秀节目《我是先生》，在电视
大，才真正认识到数学思维是多么的
节目中讲授数学文化。
重要，数学语言是多么的严谨而富有
节目中，顾沛以转盘摸彩的游戏
美感！”学员董金茂说。
为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以“心中
有数”
“ 简化和量化”
“ 逻辑推理”为基
数学文化之核心：
数学之美
础，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巧妙
顾沛认为，数学的魅力是需要感
地解读了数学文化课的特色和亮点。
悟的。学习数学，将帮助一个人提高
节目结束时，全场观众对顾沛和他的
思维品质。
“ 在数学学习中，不仅要学
数学文化课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数学知识，更要体会数学知识中蕴
“数学文化课程着重于传授数学
含的数学文化。要掌握数学观点，理
思想，其精髓是数学知识与科学精神
解数学思维，学会数学方法，了解数学
的有机融合，是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
思想，提高数学素养，逐步学会感悟数
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十多年来，顾
学之美。”
沛和他的同事们不遗余力地推广着这
“数学文化课是一门文理交融的
一理念。对于这群数学教师来说，
“数
课程。从狭义上讲，
‘ 数学文化’是数
学文化”早已不仅是一门普通的课程，
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
而是值得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
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从广义上讲，还
数学文化之传播：
课堂艺术
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
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各
近年来，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
种文化的关系，等等。”
顾沛说。
180 余所高校、60 余所中小学都曾邀
在数学文化课上，顾沛常常信手
请顾沛作数学文化报告。全国性的各
拈来，用一些浅显易懂的例子说明抽
种教改会议，特邀他作数学文化课程
象而深刻的数学道理。比如，
“一一对
方面的报告，
达 20 余次。
应”中的数学美，学生不易理解。于
顾 沛 热 爱 三 尺 讲 台。 很多学生
是，他设计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
说：
“ 顾先生站在那，已是一道风景。”
情境，通过从感性到理性的讲解，让学
每次他说“下课”时，学生们都会全体
生悟出其中的数学美。
鼓掌，向他表示敬意。
“重庆附近有个大足石刻。其中
每次上课，他都十分重视与学生
一个是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到底有
的互动交流。他有个口头禅：
“大家可
多少只手呢？往往你第一次数和第二
以交头接耳地讨论，一分钟后举手回
次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千手观
答。”
“在这一分钟内，有时是没有学生
音的手太多了，太乱了，你可能重复地
举手的。但不要认为这一分钟是无用
数了一只手，也可能漏数了一只手。” 功，其实学生正在头脑内展开激烈的
顾沛举了一位明朝工匠的例子。工匠
思考，实际上每分钟都是教书育人。”
找来 2000 张金箔，一张一张地往观音
顾沛说。
的手上贴，既不会漏掉一只手，也不会
每到学期末，顾沛的“半开卷考
重复地贴一只手；这样，贴上的金箔和
试”更是让学生领略了他的教学艺术
观音的手指就产生了一一对应的关
之美。半开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的区
系。再数剩下的金箔，算出贴上的金
别，在于允许考生携带指定的资料进
箔数，最后的数字是 1007，这就是千
入考场。虽然指定可携带资料，但他
手观音手的数目。
仍和学生“约法三章”：一是不能携带
顾沛的讲座中，这样的例子不胜
书和笔记本进考场，只能带一张 A4 大
枚举。他用“韩信点兵”的故事讲解剩
小的纸；二是纸的正反两面可事先写
余定理，让学生看到中国古代的数学
上内容，但不许打印，不许复印，只能
成就；用“有无限个房间的旅馆”客满
手写；三是字的颜色只能以蓝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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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

罹患渐冻症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生娄滔，终于还是没能捱过这个冬天。
人们熟知她，是因为她清醒时留下
的遗嘱。她希望自己去世后，捐赠人体
器官，凡是能救命的部分尽管用；她还
要把头部留给医学做研究，希望医学能
早日攻克这个难题，让那些因为“渐冻
症”而饱受折磨的人，早日摆脱痛苦。
但是命运又往往残忍。这样一位善
良姑娘的美好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
现。由于器官不符合捐献条件，她的遗
愿永远成为遗憾。
正值三九，天地本就一片萧瑟，如
此结局，似乎更让人沮丧。
但是且慢。
有这么一些事情——
北大历史系一直为娄滔保留着学
籍；
有机构为切除气管的娄滔安装
“眼动
仪”，她可以通过移动眼球，表达自己的
想法；最后时刻，娄滔回到了家中，在自
己最熟悉的地方，
等待告别的来临。
娄滔呢？她立下了感动世人的遗
嘱；她还执意与男友分手；医护人员在
给娄滔擦嘴、按摩的时候，她会用唇语
致谢，有些护工关上房间门，转身就开
始抹眼泪。
人生实苦，但人生，就是在不堪中
彼此取暖的旅程。

冰花男孩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顾沛

受访者供图

因 为“ 复 印 机 是 印 不 出 来 蓝 色 字 迹
职业去恪守，又把教学当作事业去热
力的演讲题目出炉：围棋棋盘为什么
的”。之所以约法三章，是因为在顾沛
爱，还把教学当作科学和艺术去追求，
有十九路？通过查阅史料，邹文俊发
看来，
“数学文化课主要考查学生的能
那么，境界高了，教学效果也一定会更
现最初的围棋棋盘并不是十九路的，
力，
考查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
。
好。
”
“这就说明当今围棋棋盘是十九路必
多年来，数学文化课的选课十分
有它的合理性”，循着这样的思路，邹
数学文化之灵魂：
素养教育
火爆，每次都因人数过多需要计算机
文俊展开了进一步研究。
筛选。有的学生连选三个学期均未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
试讲时，顾沛帮他反复修改提纲，
上此课，不得已向教务处老师求情，争
顾沛看来，
“传道”是第一位的，只知道
并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
“演讲者要站
取不通过计算机选课而通过手选上
授业解惑的老师，充其量是经师。古
在听众的角度，让听众更容易理解”
课。
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好教师不 “做课件时，背景与字体颜色的反差要
有一名学生记录了上数学文化课
能仅仅是句读之师，
更要是人师。
明 显 ，要 用 不 同 颜 色 的 字 体 突 出 重
的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用美学的眼
顾沛特别关心学生，特别是那些
点”，这些话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
光来看待数学；第一次了解到数学在
遇到困难的学生。1989 级数学试点
邹文俊的脑海中。
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
班学生孙文昌在读大学时差几分没考
实际上，虽然上台演讲只有十几
走进数学史的长河，去追随数学家的
过英语四级，按规定不能正常毕业。 分钟，但演讲前的试讲交流，顾沛和学
足迹；第一次体会到数学中浓郁的人
一连几天，顾沛跑到教务处“求情”： 生往往至少要花费一个半小时。
“怎么
文主义精神；第一次知道曾深刻影响 “文昌是个学数学的苗子！”一番努力
突出重点，怎么浅显易懂，怎么让更多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 3 次数学危
之下，学校破格允许他免试留校读研，
的学生受益、学有收获，这些都要具体
机……数学文化课向我展示了数学极
条件是下一年考过英语四级。
指导。
”
顾沛说。
富魅力的一面，不是以往数学课上的
后来，孙文昌顺利完成博士阶段
令邹文俊印象更深的是，试讲时，
定理、公式、计算和题海，而是数学的
的学习，之后在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从
顾沛还针对演讲中“所占目数”
“ 目效
思想、精神和方法。
”
事博士后研究，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
率”等许多专用名词的定义与解释和
从南到北、从春到冬，数学文化课
基金一等资助金。
他讨论了很久，还建议他在演讲中加
还经常会赢得校外追随者的掌声。
博士后出站后，孙文昌留校任教，
入一些提问与互动过程，并且对课件
2013 年冬天，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几
于 2002 年晋升教授，先后获微软青年
中的一些概念、定义等作好备注，使用
位干部、教师特意来南开大学就数学
教授奖、天津市青年科技奖、天津市自
一些图解说明，让听众感觉通俗易懂、
文化课“取经”。那天，顾沛讲的是“类
然科学一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深入浅出。
比的思想”。他精彩而富有激情的讲
当演讲正式开始，邹文俊由围棋
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如果没有
解、严谨缜密的推理、融洽的师生互
顾老师的关心，我肯定不会有今天的
的历史引入，并学着顾沛的样子：
“给
动，让大家不禁叹服，
“ 顾老师的课让
大家一分钟思考：为什么围棋棋盘是
成绩。特别感谢顾老师给我不一样的
人如沐春风，听后意犹未尽”。青年教
人生。
”
孙文昌说。
十九路的……”正因为准备充分，邹文
师刘志勇说：
“当老师就应该如顾老师
俊的演讲十分从容、成功。
从 2015 年 秋 季 开 始 ，南 开 大 学
这样充满热情，
热爱教学，
全情投入。
” “ 数 学 文 化 ”公 共 选 修 课 以“ 慕 课 ”
“有句话叫‘灌满这桶水’，还有句
回校以后，为了让更多师生了解
话是‘点燃这把火’。”顾沛这样总结自
（MOOC）的形式开展线上、线下相结
数学文化、认识数学文化，深圳职业技
合的教学。线上，学生自主安排时间
己的“育人经”，
“前者说的是知识的传
术学院又于 2014 年邀请顾沛到校进
授，后者说的是育人，引起学生学习的
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学习，观看
行讲座，向全校师生推广和普及数学
顾沛的《数学文化十讲》教学视频，完
兴趣，让他们能够全面学习、可持续地
文化。同年，他们也在全校开设了数
学习、终身学习，
在学习中学会学习。
”
成课堂作业、参与在线讨论；线下，学
学文化通识课程，并于 2017 年在商务
生按照课表在教室上见面课，师生互
“数学文化课的主要目的是改善
印书馆出版了一部高职类的数学文化
学生思维品质，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动、加深、拓展线上学习内容，完成课
教材。如今，当年的青年教师刘志勇
堂练习。
而且，好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的设计
已成为该校数学文化课的领头人。
者、引导者、启发者、指导者、合作
最近的一次数学文化课上，学生
谈及从教 40 余年的感悟，顾沛深
邹文俊就在演讲中当了一次“先生”。 者，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顾沛是
有体会：
“一个教师如果既把教学当作
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与顾沛讨论几次后，一个颇具吸引

太平淡的人生需要戏剧化的调剂。
在距离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城 50
多公里的转山包小学，有的学生早上五
点半就要起床，步行三小时山路上学。
如今当地入冬，当一名三年级小男孩长
时间赶路后顶着一头风霜被老师留下
“倩影”后，他招人心疼的模样很快传
遍了网络。
很多网友给小男孩送上鼓励，“求
知的渴望把梦想点燃，独来独往，何惧
严寒，白头小翁竖起精神的旗杆”，话
语温暖人心，很多人的实际行动也温暖
人心，已经有公益组织给小男孩送去了
衣物。小男孩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的母
亲两年前出去打工至今未归，父亲也在
昆明打工，家里只剩姐姐和年迈的奶
奶，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家庭。但小男孩
并不沮丧，他会帮着做家务，尤为拿手
鸡蛋炒饭。
当地政府表示：“为了孩子身心健
康，建议网友为昭通广大贫困孩子捐
赠，而不仅仅只是对孩子个人 。”原
来，昭通市是红色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
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共有小学生
13.87 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 46.79%，
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繁重。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生活从来
不会缺少它的教育意义，天寒地冻，也
并不能阻止人们协力向前。

进击的 00 后
“当我拿几十万上百万的投资和奖
金的时候，很多成年人还在打着王者
荣耀，拿着基本工资，过着十年如一
日生活。”
这话已经很扎心了，但更扎心的
是，说出这话的喻言，今年还只是一
位 16 岁的 00 后少女。她在创业方面有
些心得，在一些创新创业大赛拿了名
次，也获得了投资。
对一个只有 16 岁的少年，这当然
是值得骄傲的成绩——有人怀疑她家
底殷实，是个“富二代”，后来也很快证
实，她家境小康，日子过得不错，但要说
是
“富二代”
，
也确实勉为其难。
喻言“狂”吗？有点。要知道，在
进取之外，无奈和妥协也是人生的底
色。拿基本工资，并不能说明一个人
的失败。
但有时候，小姑娘似乎也没说错。
这一年走红的“油腻中年男”
“ 佛系青
年”
，
可都不是什么好词。
成年人和少年的冲突是永恒的文
化话题，双方都互为彼此的镜子。成年
人总觉得少年年轻气盛，少年也总觉得
成年人老气横秋。一言不合，对彼此都
只有哀叹。
一代代人，
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
本期点评

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