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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恩师的条件》是《全世界都想上的
课——传奇教师桥本武的奇迹教室》
2005 年日文原著第一版使用的书名。

“恩，惠也”，“恩师”可以简单解释为对
自己有恩惠的老师，在现代汉语中已经
成为对老师的敬称。《全世界都想上的
课——传奇教师桥本武的奇迹教室》集
中讨论的问题是：被称为“恩师”需要哪
些条件？我个人理解，书中提出了三个
重要的条件。

课堂面貌：
绕远、跑题、走岔道

桥本老师被学生称为恩师，首先是
因为他打造了全世界都想上的课。他
追求“绕远才是王道”，不使用文部省规
定的语文教材，而是选用中勘助的自传
体小说《银汤匙》作为初中三年的学习
内容，带领学生撰写《银汤匙》研究笔
记，研究内容取自《银汤匙》的各个方
面。

“众多玩具中，我最喜爱的就是在
路边水沟里捡回来的一只黑色土制小
狗玩偶，因为我觉得它的表情很温柔。
大阿姨常常叫它‘犬神君’，还把它放在
用空箱做成的神殿内，然后故意在我面
前祭拜，希望我也跟着拜它。另外还有
一个丑红所附的粗制牛玩偶也是我所
爱的玩具。这两件玩具是我在这世上
最好的朋友。”丑红是在丑日购买的口
红，可以防止嘴唇干裂，有些店家会附
上素烧泥牛作为赠品。由文中的“丑红
牛”引申开去，桥本老师追问了15个问
题。

（1）“干支”是什么？
（2）谁能说出“十大天干”？
（3）谁知道“十大天干”这十个字

的训读读法？
（4）“十大天干”这十个字的训读，

最后的音节都是“兄”“弟”两个音的反
复，这是为什么？

（5）谁能写出“十二地支”的汉字、
日式训读和中式音读？谁知道每一地
支所对应的动物？

（6）“甲子园球场”的命名与十大
天干有关系吗？

（7）为什么虚岁61叫“还历”？
（8）谁能说出“还历”之后的长寿

称谓？
（9）请说明《论语》中的年龄用语。
（10）《百人一首》诗云：“我住皇都

外，辰巳结草庵。幽深人不解，反谓忧
愁山。”诗中的“辰巳”是指哪一方位？

（11）“时入丑三草木眠”的“丑三”
大概是几点？

（12）什么是“二十四节气”？
（13）“今天是立春”的说法成立

吗？
（14）“土用”丑日有吃鳗鱼的习

惯。这里的“土用”是什么意思？
（15）请在“土用”之外举出与“二

十四节气”有关的季节用语。
上述 15 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三方

面展开讨论。
其一，跨越学科边界，指向真正的

学习能力。单独来看，15 个问题涉及
的内容大多属于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
知识；整体来看，其中隐含着程序性
知识和反思性知识，提供了拓展思维
的角度，呈现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路
径，提醒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了
解、诊断自我认知状况，问题涉及的
学科包括语文、科学、传统文化、数
学、地理等。这样的“绕远”，旨在培
养真正的学习能力，让学生对周围的
一切保有好奇心，在追问中实现自我
成长，这种能力会转化为学生走向社
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实际上，几乎
每一宗案件都会涉及完全陌生的领
域，就像当初坠机事件的遗嘱辩护，
自然要触及航空工学，很多事情都要从
零学起。而桥本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
要化无知为探索的入口，想尽一切办

法，深入到不同事物的内部，探求它的
本质和精髓”。

其二，关注思维方式，呈现合理的
拓展过程。上述15个问题沿着思考的
合理轨迹线性推进：问题（1）至（5）讨
论“什么是干支”，（6）到（11）探索“干
支在生活中的运用”，（12）到（15）辨析

“运用干支需要厘清的问题”，问题（1）
至（11）属于延展性问题，（12）至（15）
属于深入性问题。现代社会要求“T 型
人才”，知识面宽，在某一点上有深入的
研究，桥本老师的问题设计思路与现代
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一致。需要说明的
是，桥本老师根据研究内容设置思维打
开的方式，研究内容不同，一组问题的
内在逻辑结构也有所不同。他在课堂
上提供的各种思维路径，成为不断重复
出现的学习情境，最终演化成学生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认知模式。“虽说我从事
的是法官工作，但最终说话的，并不是
法律知识，而是我们常说的‘综合素
养’。综合考察不同社会领域的情况、
现象，以此为基础展开思考，这一基本
认知的见识根基，正是在桥本老师的课
堂里打下的。”

其三，立足真实生活，提供丰富的
学习内容。第三章“在《银汤匙》研究笔
记中所学到的”集中呈现了桥本老师要
求学生关注的学习内容，重点展示了研
究“丑红牛”“寿司”和“女儿节”的过
程。“丑红牛”涉及节气，“寿司”关注饮
食方式，“女儿节”讨论传统节日，三者
均关乎民俗。综观全书，桥本老师强调
立足真实生活的学习，强调在阅读过程
中学生需要关注的内容。《银汤匙》中的
一个字、一个词都可能成为深入历史、
社会、文化的入口，勾勒出博大精深而
又深度关联的丰富世界。丰富的学习
内容，多元的联结方式，对于桥本老师
的学生而言，学习不只是未来生活的准
备，而是生活本身。

“绕远才是王道”，从语文学习到全
学科的学习，到学习能力的培育，“王
道”体现为塑造学生未来的生活状态、
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

教师风采：
鲜活、昂扬、有个性

看到桥本老师的课堂，你会怎样想
象他的生活状态？着正装、显威严、板
板眼眼？非也。桥本老师是令人惊异
的“趣味人”先生，令他着迷的有 11 项
兴趣，作者着重描述了3项：时髦穿戴、
乡土玩具、宝塚歌剧。“先生的确特别爱
打扮，且个性十足，一见之下很是招摇，
但又并不令人生厌。先生的衣服基本
绘有用色大胆的图案，以红、黄、蓝三原
色为主，搭配理想。”“试想，在这样的整
体氛围中，穿一件红条纹大领衬衫，围

一条橘色的围巾，披一件绿色夹克现身
教室的桥本先生那是多么的惊人。”时
髦穿戴只是桥本老师风采的一个方面，
书中描写的很多方面都能够引发我们
对教师形象的思考。

第一，拥有自己的世界，做有吸引
力的成年人。“说到底，人，才是一个社
会的根本所在。是活力四射的社会还
是绝望感笼罩的社会，归根结底还是
人的问题。有活力四射的人，才有充
满活力的社会。聚在一起的人，没有
精、气、神，是无法创造一个充满生
机的社会的。”学校是信息传递中心，
也是人际交往中心，跟什么样的人交
往，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教师是学
生接触最多的成年人，是学生生命状
态的启蒙者、生活观念的塑造者。跟
学生分享自己热爱的乡土玩具和宝塚
歌剧，桥本老师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去
感染学生，向学生展示真实的生活姿
态和生命状态，让学生懂得内心单纯
而专注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不为
琐事杂音牵绊，确保心灵自由，幸福
就会在前方招手。桥本先生以他自身
的生活方式，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一个有吸引力的成年人，会让学生对未
来生活有更美好的憧憬。

第二，“以玩的感觉去学”，传递强
大的精神力量。桥本老师倡导“以玩的
感觉去学”，这与陈省身教授提出的“数
学好玩”异曲同工，强调的是做事的心
态，强调唤醒内在的驱动力。刻印钢
板，写一行需要 20 分钟，一页 20 行，一
篇 137 段的长文，共 3 页零 13 行。“这
种‘荒唐’的教材制作，只能说是个人兴
趣了”，如果是被迫，完成这样的任务确
实十分艰难，“这是‘兴趣’，无须顾虑
谁，想怎样就怎样，想做到何种地步就
做到何种地步，这对不过瘾就难以罢手
的先生来说，或许反会成为无需理由的
事。”用“玩”的感觉做事，不断强化自己
对事情的热爱，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
迸发出巨大的热情，用这种热情感染
学生，唤醒学生沉睡的潜能，这是教
育的迷人之处。“对我们这些学生来
说，桥本先生的存在感是压倒性的，
犹如一团炙热的火球冲进了我们中
间。钢板刻印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一
股热烈到骇人的难以遏制的师情直击
我们的灵魂。”“今已转化成一股巨大
能量在我的体内继续燃烧”。经过这样
的教育，桥本老师的学生很少会成为
例行公事的职场人吧？

第三，摒弃刻板印象，保有让人惊
讶的别样面孔。即便我们已知桥本老
师热爱宝塚剧，依然难以想象他作为超
级粉丝的样子。重读“令老学生远藤周
作大惊失色的别样面孔”，确实被桥本
老师的别样面孔震撼——追到不同的
地方看演出、宴请演员、把跟演员的合

影视为宝物、写观剧日志、自掏腰包出
版《我的宝塚日记》，是不折不扣的“超
级粉丝境界的宝塚发烧友”。面对社会
的不解，桥本老师一笑了之。宝塚剧的
第二幕常有大量的齐舞场面，“宝塚剧
走的是明星主义路线，但若将目光移往
全力舞动于名角身后的学徒，观剧乐趣
就会随之倍增：下一个名角，必在这群
学徒之中，那会是哪一个呢？正是怀名
角梦想登台、全神贯注、拼命起舞的少
女们，把桥本先生的心给打动了。”在桥
本老师看来，用生命起舞的学徒，更让
人心生敬意，更值得认真观看，这是教
育者的眼光与情怀。桥本老师能够直
面社会对滩校教师的刻板印象，在他的
教育生涯中，恐怕不会用刻板印象给学
生贴标签，不会因刻板印象影响自己对
学生的评价吧？

成长思维：
严格、强制、高标准

重读《全世界都想上的课——传奇
教师桥本武的奇迹教室》，有些细节值
得深思。

比如第五章小标题前的修饰语
“恐怖的”“棘手的”“通宵达旦的”。
第五章记述的“桥本式写作训练”被
学生称为魔鬼教师的极限式写作训
练。每月读一本书，读完要交读后
感，目的是让学生反刍一部作品，用
自己的语言表达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进而产生自信——我有能力把自己的
想法写下来。初二暑假要求写10首以
上的短诗，目的在于让学生具备诗歌
创作需要的精神集中、选择、判断的
能力和对语言细微处的感受能力，暑
假结束后还要编写全班的诗集。比赛
背诵 《长恨歌》，最先完成的学生赢得
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共同研究古典文
学，激辩到难解难分，居然一直讨论
到天亮。桥本老师的严格、高标准，
于此可见一斑，更值得探索的是他重
新定义了学习文化——敢于迎接挑
战，享受努力奋斗的过程；建立共同
目标，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赞美倾
其所有的努力，而非轻易获得的成
就。桥本老师为学生树立了自我发展
的榜样，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重
点培育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这样
的极限式训练下，学生不断拓展着自己
的能力范畴。

比如阅读《银汤匙》过程中的几次
“重叠”：“虽有点儿冒昧和不自量，却由
此能动地进入了名著的世界之中⋯⋯
就像亲身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制作一
样，很有意思。”“桥本先生写过很多
随笔⋯⋯它会给我一种错觉，即在这篇
随笔中，桥本先生与中勘助先生合二为
一，重叠在了一起。”“《银汤匙》是生于
明治年间的中勘助先生的少年回忆录
式小说，其故事，能让学生将自己与主
人公的成长相重叠”，几次重叠让我们
看到桥本老师对学习规律的尊重与恪
守，对文学创作和解读理论的正确运
用。他的严格与强制，是建立在高标准
的教学与学习要求之上的。

靠着严格、强制、高标准的强力训
练，桥本老师帮助学生形成了成长型思
维——经由努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走向
卓越的道路，用真正的学习和生存能力
支撑自己前行，始终保持成长的状态。

“所谓教育，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
的一场人与人的格斗。就像有了强大
的对手才会有精彩的比赛一样，有了大
写的教师，才会有大写的学生”。大写
的教师，方可谓“恩师”。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教授）

如此如此，，方可谓方可谓““恩师恩师””
吴欣歆

封面·深度解读

前些天读到《中国教育报》读书周
刊上一篇写曾国藩家训里的读书智慧
的文章，文章标题“‘天下之至拙’何以
能胜‘天下之至巧’”，令我兴会大增，
联想到近世史学大师、教育家陈垣先
生在家书里体现出来的做人和治学的
品德，诚有异曲同工之妙，足可给我们
后来的人以启示。

“不可争人钟点”

民间俗谚云：上半夜想想自己，下
半夜想想别人。意思是，做人不能老
是只替自己打算，不能总是过于自我
中心，也得替别人想想。陈垣先生给
子弟的家书里，常会有这样的意思。

陈垣先生三子陈约在广州圣心中
学教书。1936年4月29日，陈约在写
给陈垣的信里说，初中历史教员是教
务主任之甥，占了初中历史课的“钟点
全数”，校长去年暑假前说曾打算将初
中历史分给陈约两个班的课时。陈垣
在 1936 年 5 月 7 日的批复里写道：

“不可争人钟点。须要听自然，孔子曰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又语
云，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

同一封信里，陈约说自己读了陈
恭禄《中国近代史》、邓之诚《中华二千
年史》等，“自己便欲伸张，能教历史
也”。陈垣先生再次批复：“先求自己
能教，不可争人钟点，切切。”陈垣先生
教子，必欲自己能做事、能有学问，而
不可与同事争利，他唯恐孩子不重视
这一点，所以再以“切切”叮嘱。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正是吾人向学要诀”

1931年9月18日之后，国事日艰，
年轻人常常热血奔涌。陈约也不例外，
在给父亲的信里多次说“日本事”，云

“读书非其时”。1931年12月6日陈垣
先生在给陈约的信里写道：“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

陈垣先生在信中再三叮嘱陈约：
“救国之道甚多，在国民方面，最要者
做成本身有用之材，此其先着。”在这
封信的最后，陈垣再一次写道：“我本
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
处。但各有各人的本分，人人能尽其
本分，斯国可以不亡矣⋯⋯”这恐怕也
是一个历史学家从历史长河的深处所
获得的洞察吧。

陈垣先生 1913 年 3 月迁居北京，
此后一直定居北京。他藏书宏富，在
京先后搬家 6 次，每找一次房都要加
大放书的房间，他的学生都说过他府
上的书库。1939年7月16日，他移居
兴化寺街 5 号（今兴华胡同 13 号），直
到 1971 年 6 月 21 日病逝，没有再搬
过家。那是一个四合院，西房4间是
他的主要书库，东房的一间半是放书
刊的小库，北房的工作室里还有个书
架，他曾对学生说：“我如鱼，书如
水”。

陈垣先生乱世读书甚勤，他在
1938 年 2 月 3 日写给陈约的信里说：

“荒乱之时，最好读书。一可习静，一可
忘忧。徒自惊扰无益。人必有一死，只
争迟早。当求可以必传，则死亦无恨。”

长子陈乐素治史学，陈垣先生给
他的信里多涉及做学问，比如1939年
1月9日，陈垣先生在信里说：“二十年
来余立意每年至少为文一篇（专题），
若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

年 或 三 年 成 绩 ，二 十 年 未 尝 间 断
也。⋯⋯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
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

1940年1月7日，陈垣先生给陈乐
素的信里说到论文的选题：“论文之难，
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
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
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
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
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
发现，或有新解释，方于人有用。”

以上所言，吉光片羽，入《世说新
语》应该也是上品了。

“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
当以诚意求之”

陈垣先生学问渊博，待人诚恳，踏
实勤勉，不与人争利，除此之外，他的
书信里，还留给我们一个虚怀若谷的
印象。

陈垣先生每初成著述，必先请伦
明、胡适、陈寅恪等过目。抗战中，伦
明、胡适、陈寅恪离开北平，散处四方，
1939 年 1 月 14 日他给长子陈乐素的
信里说：“无由请教，至为遗憾”“直谅
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诚意求之”。
1940 年 1 月 7 日，陈垣先生在给陈乐
素的信里又写道：“文成必须有不客气
之诤友指摘之，惜胡、陈、伦诸先生均
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非无
人也，无不客气之人也。”

陈垣先生1945年写毕《通鉴胡注
表微》，10 月 7 日在给陈乐素的信里
又说：“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
也。”“余极念之。”“余极愿他回辅仁
也。”青峰，即柴德赓，陈垣先生在北师
大历史系所教授的得意弟子，1944年
初离开北平，举家南迁，1946 年返回
北平，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顺带说一下，陈垣先生对胡适的
文字颇为称道，他在家书里给子弟推
荐胡适的文章和《大公报》的社论。比
如他在 1933 年 9 月 18 日给陈约回信
里写道：天津《大公报》“其社论极有法
度”；在 1936 年 4 月 11 日再次写道：

“白话最要紧是简净、谨严，闲字闲句
少，时人白话当先阅胡适论著。”

“于此而不稍用一点功，
何以对天之生我也”

陈垣先生好多次在家书里感慨自
己不善谋生。1932年7月10日，陈垣
先生写给陈约的信里说：“我从前好似
对你说过，不要学我。我处家中不为
人所重视，以少不能谋生也。”1933年
11 月 2 日在陈约来信的批复里说自
己，“⋯⋯本是一个穷儒，素不善谋
生”，又说“生计问题不解决，不能读
书”。此时，陈垣先生已经是享誉中外
的历史学家，担任辅仁大学的校长，而
犹自对自己有这样严苛的评判，我每
读这些，不免心中无限慨意。

1930 年 9 月 26 日他给陈约的信
里写道：“处世极难，然难极尚有人比
我难，则我已得天独厚矣。”这句话或
许可以解释陈垣先生一生自强不息的
根基所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陈垣先
生1939年1月9日给长子陈乐素信里
的话了：“一生身体未尝大病，亦未尝
经什么难处之境，以视吾先人及其他
亲友，自问可谓幸运之极矣。于此而
不稍用一点功，何以对天之生我也。”

（作者单位：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家书里的陈垣先生
周维强

2020 年 3 月 7 日，是柏杨先生百
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套 36
卷本的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
通史著作，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
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历时19年
完成。记录了春秋战国至宋朝建立之
前，总共1362年历史发展的轨迹。由
于《资治通鉴》为文言文，现代人阅读
有诸多不便，20 世纪 80 年代，柏杨
用独特的语言，将全书翻译为白话
文，将旧时帝王之“借鉴”，转化为
现代百姓的“明镜”，成为当下读者
掌握历史规律、厘清混沌时局、看清
未来道路的最佳读本。此次出版时，
人文社按照国家地图出版标准，在原
有历史地图基础上，重新补绘了今天
的中国疆域边界，并随书附送时空地
图，使读者可以观其大略，一张地图全
景式地看懂《柏杨版资治通鉴》讲述的
中国1362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重
要节点发生的事件。

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2008年4
月 29 日逝世，柏杨先生笔耕半个世

纪，为读者留下了作品计百余部，其
中 《柏杨版资治通鉴》 被誉为最有价
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
纲》 被列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书，

《丑陋的中国人》 则在当代华人世界
中流传最为广泛。从 2005 年开始，
人文社与柏杨先生合作，陆续出版了
包括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全集》

《中国人史纲》《中国人史纲青少年
版》 在内的一系列作品，是柏杨先生
的原创性论著第一次最完整地在中国
大陆集中推出，受到读者欢迎。

为了纪念这位在华人读者中拥有
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人文社还举办了
一系列网络直播活动，邀请中国现代
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讲述“我与柏杨
二三事”，分享他与柏杨先生二十多
年的友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
明谈“柏杨杂文的文化意义”；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凯就 《柏杨
版资治通鉴》 的出版，与司马光、柏
杨进行一次“跨越千年、百年和当代
的对话”，以史为鉴，讲述读历史对
当代人的启示和作用。

36卷《柏杨版资治通鉴》出版
李明

书海观潮

书人书事

课堂上的桥本武老师 （资料图片）

[日]黑岩祐治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开场前的读书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