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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喜欢教书，愿做无冕之王”

刘本培：讲台上的“胡杨”
本报记者 赵秀红 通讯员 雷鸣

“如果输入现在的时刻 t，再输
入目标时刻 t′——比如清朝——以
及紫禁城的位置坐标 x，就可以计算
出一个特定速度 v，而当我们在瞬间
达到这个速度时，在理论上就可以穿
越到现场去观摩晴川和八阿哥的爱情
故事⋯⋯”

“薛定谔的猫就好比你心怀忐忑
向女神表白前，总是不知道女神的心
思，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薛定谔的猫量
子态的最重要特征⋯⋯”

通俗易懂的文字配上形象的漫
画，“雾里看花”的深奥原理讲得绘
声绘色，这是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副教授张加驰“文科物理”课
上的情景。他用趣味漫画讲授物理的
教学方式，把原本“不点名没学生”
的课堂打造成了深受学生喜爱的“金
课”。

2010 年，兰州大学开设了“文
科物理”课程。当时的文科物理教材
大多注重公式推导和计算实例，对于
文科生来说太难，而部分教材注重碎
片化的生活现象甚至科学家的奇闻轶
事，又偏离了文科生学习物理的初
衷，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老师不会
讲，学生听不懂，除非点名，不然就
没有学生来上课。”张加驰用“崩
盘”二字来描述课程刚开设时的“惨
状”。

从何处入手才能激发文科生学习
物理的兴趣？物理学院决心改变现
状，聘请名师、老教授担任教学顾
问，组织张加驰等青年教师成立了

“文科物理”教学团队，先从教材
“破题”。

这时候，张加驰丰富的“学生
经验”派上了用场。博士毕业留校
后，张加驰的第一份工作是班主任
兼辅导员，在与学生交流中，他发
现文科生更容易接受形象和感性的
事物。“是不是可以用漫画的形式把
物理知识画出来呢？”深思熟虑之
后，张加驰找到了艺术学院的教师
徐子超，两人一拍即合，由张加驰
进行画面设定，徐子超则完成漫画
绘制，就这样，一幅幅生动有趣的
物理漫画诞生了。

“为什么每条轨道上都只分布两
个电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物
理学家泡利提出了著名的泡利不相
容原理：最多只能有两个不同的电
子处于同一条轨道。这就好比一个
家庭 （轨道） 只能容纳一男一女两
个不同的人 （电子），如果有第三
者 ， 家 庭 （能 级） 就 会 变 得 不 稳
定。”通过形象的漫画和幽默的比
喻，学生在听懂知识的同时还能捧
腹大笑。

除此之外，张加驰的课堂还有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味
道。剔除了传统物理体系中较陈旧、
具有较大理解难度，且包含较多理论
推导和复杂计算的内容，张加驰把重
点放在与日常生活现象密切结合的部
分，学生不仅爱听，还积极参与到了
课堂互动中。

“从来没觉得物理这样有趣过！
看不懂的符号，搞不清的运算⋯⋯文

科生上物理课一直是件头疼的事情。
但在张老师的课上，我却第一次产生
了一种和物理相见恨晚的感觉。”兰
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 级硕士
研究生李宁对张加驰的课堂记忆犹
新。

目前，张加驰教学团队已自行设
计、绘制了近 600 幅简笔物理漫画，
出版了针对高校文科生的 《通识物

理》 教材及 《漫话物理》 科普书。同
时，他们自导自演，拍摄了近300个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典物理实验
短片，这些漫画和短片都收录在 《文
科物理》 慕课中。

2017 年，张加驰获评兰州大学
“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特等奖”。
据统计，近年来，他先后指导了近
50 个本科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导
本科生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二区以
上 高 水 平 论 文 近 30 篇 ， 先 后 6 次
获评兰州大学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
师。

“我热爱面向本科生的教学和
创新创业工作，我也非常喜欢和学
生们一起，享受努力、坚持和成长
所带来的乐趣。”张加驰说，他将
进一步完善、推进系列通识课的漫
画教学，同时，带领本科生创新创
业团队，在“不寻常路”上继续走
下去。

张加驰：高深物理的“漫话”达人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王雯静 法伊莎

“魔力”教师

征集启事 他们在讲台上挥
洒自如，他们在授课时独辟蹊
径，他们一走到黑板前，周身就
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您都认识哪
些“魔力”教师？欢迎提供报道
线索。邮件请发送至

magic_teacher@126.com

刘本培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用在
了编写教材、给学生备课讲课上，花
在科研论著上的时间和精力很有限。
老伴儿说：“你看你，把那么多的精力
都花在写教材上，写教材又不能帮你
评院士。”但是刘本培也不在意，说他
只喜欢教书，宁可当一名无冕之王。

1952 年秋季，毕业于清华大学
地质地理系的刘本培，成为北京地质
学 院 的 教 师 ， 开 启 了 教 书 生 涯 。
1975 年，中国地质大学分成南北两
校，大批学生迁到了武汉，刘本培也
到了武汉，直到 2002 年退休，才回
到北京。

刘本培听说北京这边的基础课程
师资相对缺乏，而自己比较擅长，所
以就主动请缨。“如果这门课没老师
上，他愿意顶上，不会挑课。”刘本
培的助教、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裴云鹏
说。对于热爱的教学工作，刘本培也
一直“退而不休”，不计较课酬高
低，不对课程挑肥拣瘦，在这个讲台
上，他始终乐此不疲，不曾离开，一
站就是66年。

别看刘本培 80 多岁了，他的课
件可是不老，里面总是有最新的科学
研究成果，各种地质图做得赏心悦
目。为了将课件里的图做得更漂亮，
他还专门掏钱报班学习绘图软件。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学
生袁路朋连续两年上过刘本培的同一
门课——“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

学”，课程名字、章节内容是固定
的，但是课件的内容差别非常大，因
为刘本培会根据前沿的东西随时调整
授课内容。

其实当年入校工作不久，不到
30 岁的刘本培就已经成为学校的

“四大名讲”之一。他的同事苏文博
清楚地记得：“刘先生讲古生物的时
候，可以在黑板上一笔画出一个三叶
虫，从头部到尾部，画得清清楚楚，
学生们都特别佩服。”1980年，作为
联合主编，刘本培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鸿祯编撰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
并于 1988 年获得了中国地质大学迄
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国家高校优秀教材
特等奖；他于 2000 年主编的 《地球
科学导论》，更是使很多学生对地球
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6 年，刘本培曾因心脏不适
倒在课堂上，可当支架手术做完不
久，他又精神抖擞地重返课堂，直至
2018 年 4 月咽喉部罹患重病导致失
声，才依依不舍地暂别他心爱的讲
台。即便在这近一年的诊疗期间，只
要有可能，刘本培几乎每天都在剪
报、扫描、做课件，时刻准备重返讲
台。可是随着病症加重，化疗的效果
逐渐消失，嗓子完全哑了，他最终也
没能实现重回讲台的心愿。

据不完全统计，听过他讲课和教
诲的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师以及其
他进修人员数量可达上万人。

活跃于讲台的“名讲”1

38 年前的一个场景，让学生至
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教授张传
恒当时正在读大学，刘本培白天给他
们讲授“地史学”，晚上带着他们在教
学楼的楼顶观认星座，一点点把地球
科学的理念和地质时空观灌输到他们
心里。张传恒说：“我们都十八九岁，
抬着头，跟着刘老师一起仰望地学星
空，当时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北斗星、学
业上的指路人。他让我发现地质学是
件很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学问，值得自
己去追求。”

地质的学问不能光在课本里，必
须到野外。

有一年，张传恒和刘本培去新疆
研究盆地的演化。课题组就住在天
山里面，每天出野外，要越过一些冰
川融化的小河。有天河水大概齐腰
深，彼时 30 岁的张传恒都觉得冷得
刺骨，冻麻木了，大家都劝 60 岁的刘
本培不要过河，他们把样品采回来也
能实现目标。但是刘本培执意不从，
他说：“如果仅仅采回来样品，但我不
知道层位，不知道它周围的关系，
那就不好在最后的研究报告上评价这
个问题。”

刘本培的同事邢立达回忆说，
2012 年，他和许多国外专家在北京
延庆，一边攀岩一边测量恐龙足迹，

在野外发现地质学的美好2

“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一个
人的刘老师，跟我聊工作，给我提
建议，偶尔还会聊起早年间他上学
时的故事。”学生袁路朋说，“这些
年，我们的研究区在云南，老爷子
就跟我聊他在云南早年间跑过的野
外；我们的研究区转向雄安新区，
老爷子就发来雄安新区建设的剪
报，跟我探讨千年大计的可行性。”

刘本培去世的前一周，袁路朋
去拜访，刘本培给她讲了自己早期
对生物向阳性的研究进展，说不了
两句就被喉咙里的痰打断。袁路朋
实在不忍心再打扰刘先生，提出把
材料拷回去自己看，老先生却仍然
坚持给她讲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抖
着手，在报纸的空白处着重写下

“锥叠层石”，告诉她一定要找燧石
化了的锥叠层石。

在已经毕业的地层古生物专业
研究生彭芳看来，刘本培就像自家
的爷爷一样，“爷爷走了，爷爷的邮
件不会再来了。”听到刘本培去世的

消息，彭芳这样写道。
彭芳 与 刘 本 培 的 相 识 纯 属 偶

然。她被同学拉去旁听刘本培讲的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结
果一听就是一个学期。刘本培认识
了这个勤学好问的女孩子，对她颇
多指导，后来还专门为她考博写了
推荐信。彭芳毕业后，回 到 老 家
省会从事高中教学工作，她将自
己的情况向刘本培汇报，刘本培
很高兴，跟她往来邮件，探讨高中
教学的重要性，交流课 堂 教 学 的
方法策略，将关心与教导一直延
续下去⋯⋯

“老爷子真的是有教无类。在班
上，我属于那种程度很低的学生，
但是不管你问多么愚蠢的问题，他
也是和蔼一笑，给你做特别详细的
解答。”袁路朋说。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刘本培
用人格和行动影响了学生。很多学
生提到一件事：刘本培的母校清华
大学重建地质系，邀请他回去作讲

座，安排好了午饭和接送用车，他
却统统谢绝了。作完讲座后，他执
意自己打车回家吃饭。他说：“能为
母校作贡献我很高兴，讲座分文不
取，也不用麻烦人家接送。”

裴云鹏第一次给刘本培做助教
时，是 2006 年。刘本培调查了所有
学生的本科专业是什么，问他们将
来想干什么，上了几次课之后，他
再问学生对课程的意见是什么，课
程的内容还需要怎样调整，学生想
从课上了解哪些内容。这件事对裴
云鹏影响特别大，从此，他的课也
这样上。

刘本培生前最喜欢的植物是胡
杨，因为传说胡杨在沙漠中能够生
存 300 年 ， 死 后 还 能 够 站 立 300
年，倒下之后还能300年不朽。

“父亲曾经说过，他这一辈子要
学胡杨，活着要干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去世后还希望他之前做的工作
能够对后人起作用。我想，父亲算
是实现了他的愿望。”刘光仪说。

指导学生一生的引路人

“我愿此生，为学生而生，并在教学中死去。”近日，87 岁的中国地质大
学 （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退休教师刘本培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三尺讲
台，离开了他付出全部心血的地质教学事业。

去世前一个月，在发给大家的邮件里，他还在讨论生物的向阳性以及将要
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在去世的前一周，他还在指导学生准备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在去世的前四天，他还给昔日的学生和同事王训练副校长回信，发去了修
改的“科教融合小结和建议”文本⋯⋯

“父亲临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什么遗言，他对我最后的嘱托是帮他去
拍一棵树，因为这棵树关系到他跟几位青年学者的一个研究项目。”女儿刘光
仪说。

看到几辆大巴车停在山下，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者走下车来，开始给学
生讲课。“我在岩壁上就猜到一定是
刘先生。我下山告诉先生，这里有
些地方会掉小石块，刘先生就组织
学生退到安全距离，扯着嗓子给大
家讲解，还说机会难得，拉着我给
大家介绍恐龙，我当时就很感动，
刘先生为了让学生多学点儿知识，

真的是用心良苦。”
刘本培经常上网关注地球科学

前沿，也订阅相关杂志，最新出版
的相关书籍更是不会落下，他保持
着对前沿的敏锐性，他相信只有一
直学习，才能永葆先进。

刘光仪说，家里有个搁置很久
的笛子，以前父亲经常吹一吹，后
来每天忙着做教材、给学生上课，

就把这些爱好都丢了。“就连周末
带他去密云玩，他都一边走一边
拍，凡是与地质相关的全部拍回来
做成幻灯片，还发给我和我的同
事 。 我 们 都 说 他 没 有 任 何 爱 好 ，
最大的爱好就是地质学，走到哪
儿，心里想的都是他的工作，最
大的乐趣也是他的工作。”刘光仪
说。

刘本培带学生去延庆硅化木世界地质公园考察

。

资料图片

小组学习会上，张加驰利用漫画为学生讲解物理知识，这是学生最喜
欢的时刻。 资料图片

■每周人物点评

爱的代价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实验室负责人
会得到什么？

名誉、地位、成就、金钱⋯⋯还有可
能是，吃牢饭。

这几天意大利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的
10位主要负责人就面临这样的麻烦。

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藏身于地下
1400米深处，可以有效屏蔽到达地球表
面的宇宙射线，确保精密的高能物理实验
不受干扰，是近30个国家的千余名科研
人员的研究乐园。

然而倒霉的是，这个地下实验室位于
含水层的中心，好巧不巧，实验室的一
个重要装置又发生过有害物质泄露，尽
管后来予以修复，但由于离水源太近以
及地震的威胁，这个实验室终于惹来一
场官司。

当地非营利环保组织向法院提起诉
讼，指控他们未能有效隔离含水层，使当
地居民生活在危险之下。

如果被判有罪，实验室高管们将面临
罚款和最高4年的监禁。对这些视科学为
生命的人来说，这可真是爱的代价了。

电子对撞机撞出一个小型黑洞吞噬
地球、隧道贯通南北极引发全球地质灾
难⋯⋯大型科学实验装置失控或者科学狂
人给人类世界带来灭顶之灾，是科幻小说
家们乐此不疲的题材。

但这些毕竟只是幻想。
而当探索宇宙的奥秘和柴米油盐构成

的生活果真发生激烈碰撞时，人们才能意
识到“引力”的沉重——它既来自于地心
的铁镍液流，也来自于地表的芸芸众生。

哈维尔·格朗德，男，科学家，专攻
野生鸟类携带的病原体，供职于西班牙国
家研究委员会的下属机构，3年间在国际
期刊发表6篇论文。

一个多么刻苦靠谱的男子啊！
然而，这个人却是虚构的。他，居然

根本不是“人”。
调查显示，所有格朗德署名的论文都

有一位固定合作者——赫苏斯·安吉尔·
莱姆斯——呃，这哥们倒是个能跑能跳的
真人——在调查组强大的政策攻势下，莱
姆斯很快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事抖搂了
个干净。

原来，莱姆斯为了多发论文，便编造
数据。编造数据有风险，万一别人查出来
有假怎么办？莱姆斯就是聪明，他一拍脑
门，编出了格朗德这位铁磁，把格朗德安
排的明明白白：数据“你”来分析，这样
出错责任也是“你”的，大不了论文撤稿
就是了。

莱姆斯的创举并非自主创新，而是站
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这些年，学界“署名
造假”的案例层出不穷。据说好处大大
的，既能避免单人署名显得过于高产导致
枪打出头鸟，又能让论文看起来分工合
理，还可以和知名机构或者科学家攀上关
系。当然莱姆斯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
创新能力，别人抱的起码都是真人真大
腿，他抱的，却是“无影腿”。

可惜，莱姆斯千算万算，却没想到正
是由于格朗德“提供”的数据过于完美，
才引发了别人的怀疑，调查组一来，事情
迅速戳破。

果然，这个世界里，完美的人和事都
是不存在的啊。

你抱大腿，我抱“无影腿”

本期点评 高毅哲

远眺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

2019 年 5 月 22 日，陕西西安，2019
机甲大师赛中部赛区，选手正在调试要上
阵搏杀的“机甲战士”。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