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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群体中谈起阅读，人们很
容易就联想到那些文科教师，特别是
语文教师，仿佛阅读是他们这个群体
的专利。事实也是如此。在校园中，
与阅读相关的事情，文科教师是主力
军；出版专著，基本上也是文科教师独
霸天下。校园中若有一个喜欢阅读、
善于写作的理科教师，仿佛就是个“另
类”，大家看他的眼光都会有点儿特别。

一些理科教师在阅读
上存在“偏科”

学生的“偏科”问题，一直被
各方所关注，甚至通过高考制度的
变革来纠偏。其实，教师的“偏
科”问题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理科教师在阅读的“偏科”现象，
或许与几个因素有关：一是过早的分
科，使得他们在求学期间就没有接受
良好的阅读训练，未能养成阅读习
惯。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少有学校会
对教师进行专门的阅读辅导，唤醒他
们的阅读渴望。二是理科的学习内容
相对比较稳定且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知识之间通过特定的规律和原理建立
关联，因果关系的链条比较清晰；理科
的教学比较突出逻辑和思维，强调规
则和秩序，把握了学科的这些特征，就
能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阅读对教学
的直接贡献不是很明显。三是评价指
挥棒的导向作用。文科的教学评价因
为有阅读、写作等题型，要求教师要做
大量的阅读，并撰写下水作文，而理科
的教学评价往往指向的是教师的解题
水平，于是研究试题、分析试题有哪些
类型的解法就成了理科教师特别关心
的事情。四是理科的绝大多数知识内
容都能用科学的语言加以准确、规范
的描述，在理科教师的心中，自然现象
都是清晰可解的。但文学、绘画、音乐
等领域就非如此，你或许在阅读了一
部作品后感受到了它的好，但却很难
用语言对其进行描述，这往往让理科
教师感到困惑，也强化了他们对阅读
的敬畏之心，在遇到与阅读相关的事
情时自愿退到后面。

我自己就是一名物理教师，对
理科教师的阅读现状感同身受。但
同时也深切地意识到，在当今这个
知识爆炸、学校的教育形态、教学
的方式方法即将迎来大变革的时
代，作为一名理科教师，如果不能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具备终身
学习的能力，将很难胜任教育教学
工作。我自己一直以来就有坚持阅
读的习惯，从 2006 年开始，每周读
一本书并写出至少 3000 字的读后
感，努力让自己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既便如此，也常常为自己不了
解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进展而汗颜，
感到自己跟不上教育改革的节奏。

阅读是提升自身专业
能力的基础

对教师来说，阅读可以分为两
类：功利性的阅读和滋养身心的阅

读。滋养身心的阅读比较好理解，
所谓功利性的阅读，指的是与自己
的工作相关的、借此来提升自身专
业能力的阅读。这两类阅读都是必
要的，共同构建起教师独特的阅读
体系。

从功利性的角度看，理科教师
应该醉心阅读。理科的教学内容，
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本学
科的基本知识框架，帮助学生理解
和运用学科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教
学内容的选择上往往比较滞后，学
科领域的那些新进展、新发现、新
理论很难在教材中出现。但我们所
教的学生，在走向社会的时候所接
触的各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往往又
是当下最新、最前沿的，这就使得
学生所需要的与我们所传授的知识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弥补的
办法，就是教师通过对学科领域新
的研究、新的探索的持之以恒的阅
读，择其精华，通过恰当的方式融
入到教学实践中，在学生的心灵中
播下不断生长着的学科的种子。

学生是如何学习的，在学习的
过程中大脑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
情？随着神经科学以及脑科学研究
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此的认识也在
逐步深化，这其中有许多新的发
现，比如大脑的神经细胞会因为我
们持续进行某方面的学习而生长、
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结具有用进废退
的特点、学习是不同功能的神经细
胞共同参与的过程，等等。大脑工
作机理的新发现，在不断修正有关
学习的理论，也为学习更加高效探
索了路径。教师多阅读一些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和专著，可以让自己真
正做到了解学生，让因材施教的教
学原则得以有效落实，让自己的课
堂教学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
基本上就是知识的化身，学生知识
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教材和教师的

讲授。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逐
渐普及，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
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在传递知
识方面的价值锐减，甚至不再是学生
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这对教师的
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要求教师必
须重新定位，从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
为学习的指导者、陪伴者，从以传授
知识为主转为探索知识的内在结构、
强化知识之间的联系为主；从给学生
布置各种学习任务为主转向给学生
提供及时的学习反馈为主。这样的
转变不可能自然完成，需要教师加强
教育理论的学习，多阅读相关的理论
专著和教育教学实践的案例，涵养自
己的教育智慧。

知识原本是一个整体，是没有
学科划分的。随着人类积累的知识
越来越丰富多彩，从整体的角度来
把握这些知识越来越困难，于是原
本是一个整体的知识被划分为一门
门学科，人们可以通过学科从某个
侧面来了解自然、认识世界、洞悉
社会的运行规律。那些基础性的、
统摄性的知识，自然就会在不同的
学科中均有出现。作为理科教师，
要阅读相关学科的书籍，看同样的
知识点在不同的学科中是从什么样
的角度加以解析和研究的，看这样
的知识点在不同的学科中占据着怎
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教
师在这些方面阅读的越多，在教学
中就越能融会贯通，学生的学习也
更有可能跳出学科、洞悉知识的本
质特征。

阅读有助于自身精神
底蕴的厚实

从滋养身心的角度看，理科教
师更应该醉心阅读。

衣 食 住 行 ， 是 人 们 生 活 的 基
础，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常识性的知
识。懂得如何穿衣和搭配，才能让

自己得体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仅
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形象，还能发挥
示范作用。学会科学地饮食，才能
让自己健康地生活，这在今天也是
非常重要的课题。一个精神抖擞、
充满朝气的教师，总是能让学生精
神振奋。办公的场所、生活的居室
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做事风格和内在
品质。人和人之间的差异，通常都
是在业余的、居家和出行的生活的
安排上体现出来。越是熟悉的事
情，人们关注越少。如果能多读一
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科普著作，或
许会发现原来我们并不会生活，做
了很多违反常识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世界先进文
化中的经典作品，是人类宝贵的文
化遗产。阅读一些这样的经典作
品，就是与人类历史上最博学、最
睿智、最坦诚、最风趣的心灵展开
对话，这不仅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
慰藉，更是丰富内心、提升思想境
界，帮助人们洞明世事的途径。即
便是理科教师，也要多读一些这样
的作品，给自己创造与伟大的智者
相伴而行、促膝交谈的时空，拓展
自己的视野，厚实自己的精神内
涵，让自己离浮躁功利远一些，多
一份内心的宁静与清醒。

历史和哲学类的著作也要有选
择地读一些。在一个个具体的历史
问题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普遍性的
规律，“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是很
有道理的。理科教师平常所做的学
科教学研究，在整个知识体系之中
是属于基础层面的，是一种就事论
事的研究，而哲学则是从世界观和
方法论层面提出终极性的问题，引
发人们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的就事论
理、借题发挥式的思考，这对提升
人的思维品质和认识水平都是大有
裨益的。

教师为人师表，在各方面都应
该做学生的表率。推进全民阅读，
不仅是语文教师的事，所有学科的
教师都责无旁贷。要让学生爱上阅
读，教师自己首先就应该养成阅读
的习惯，成为阅读的示范者和引领
者。功利性的阅读自然需要，滋养
身心的阅读也必不可少。在自己感
兴趣的地方，不妨多花一些时间，
选择一些有趣的作品读一读，让自
己的生活更加充实。物理学家费曼
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在物理学研
究工作之余，醉心玛雅文字，探索
出了很多有趣的规律，还发现世人
在研究中的诸多错误；他对绘画感
兴趣，就阅读相关的著作并反复实
践，最终还开出了小型的画展。一
个人能够在多方面发展自己，是多
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鲁迅先生说：“学理科的，偏看
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
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
人，别事，可以更深的了解。”理科
教师们，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作者单位：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阅读不仅是语文教师的事
常生龙

“数学阅读，究竟读什么？”这
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回答
者自己心里要承担责任。“怎么才能
回答得好一些？”于是，我向全国各
地的数学特级教师、数学教育专家
请教——“如果请您给小学生推荐
数学读物，您推荐哪本或哪套？”

大家推荐的有：世界著名数学
家华罗庚的 《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
起》，张景中院士的 《数学家的眼
光》，谈祥柏教授的《谈祥柏趣味数
学详谈》丛书，李毓佩教授的《数学西
游记》，欧阳维诚先生的《唐诗与数
学》，张景中院士主编的《好玩的数
学》丛书，刘薰宇先生的《原来数学可
以这样学》，特级教师唐彩斌等主编
的《数学在哪里》丛书，台湾编译的

《汉声数学》丛书，刘坚教授主编翻译
的《数学阅读》丛书，日本的《有趣得
让人睡不着的数学》⋯⋯

只用加法，一道难题竟
然迎刃而解

华 罗 庚 先 生 是 世 界 著 名 数 学
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他的

《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我是在
如皋师范读的。当时，我是学校篮
球队队长，多次获得学校的体育奖
学金，是准备毕业后做体育老师
的。可是，当我从学校图书馆发现
这本书，初读之后，如获至宝。

只用加法，一道难题竟然就迎
刃而解；一首歌诀，更让我魂牵梦
绕。原来数学这么神奇！

2003 年，我用一节课时间，和
五年级同学分享了 《孙子定理》，那
就是由于二十年前，我读了 《从孙
子的神奇妙算谈起》。这就是种子的
力量，一本好书的力量。

华罗庚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是
一首诗，最后两句非常著名：“勤能
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与这本书一套的，还有 《从杨
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
起》。后来，我还邮购了 《华罗庚科
普著作选集》 等。

可能正由于我认真阅读了华罗
庚先生的一系列数学科普著作，给
我兼教的数学课涂上了浓浓的数学
文化底色，从教三年之后，校长就
让我只教数学，不再教体育了。

因为我的数学课上，常常讲华
罗庚的故事、华罗庚的语录、华罗
庚的趣题，渐渐地，我的学生常常
会叫我“华罗庚好”。

阅读数学，没读懂也有
收获

张景中院士的《数学家的眼光》
是“院士数学讲座专辑”中的一本，我
是 2003 年开始阅读的，我读了一遍
又一遍，还没有读完，因为有的还没

读懂。我多次表达过：“阅读数学，没
读懂也有收获。”

看完 《数学家的眼光》，你会感
受到数学家的眼光和普通人的眼光
是不同的——在常人看来十分繁难
的问题，数学家可能觉得很简单；
而常人觉得相当简单的问题，数学
家可能认为非常复杂。

这本书被中外专家誉为一部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普佳作，是院
士献给中学生的礼物，我认为小学
生也可以看，一些内容没看懂也会
有收获，因为它讲的不是解某一类
数学题的技巧，它告诉我们的是数
学家对于数学的观点和看法，以及
思考数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比
数学技巧更重要。

2018年，我非常荣幸地和张景中
院士参加在杭州的一个会议，聊起了

《数学家的眼光》。我原以为这本书是
张院士信手拈来，如囊中之物。而他
告诉我：“非常用心写的，写了 6 年。”
张景中院士的《数学与哲学》是“院士
数学讲座专辑”中的另一本，这本书我
读了五六遍，用不同的笔反复批注着。

著名数学家王元介绍说：“《数学
与哲学》是对数学发展中重大的历史
事件，用通俗的讲法向大众展示当时
的争论内容与形势，及以后的解决办
法和数学的飞跃发展。这是一本可读
性很高、雅俗共赏的书，各种程度的人
都可以从该书中受到启发与益处。”

文理兼修，让“高冷”数学
充满趣味

谈祥柏教授今年已是 90 岁高
龄，他是国宝级乃至世界级的趣味数
学大师。他的《谈祥柏趣味数学详
谈》丛书共有 10 册。儿童少年、数学
教师、数学爱好者，几乎每个人都可
以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谈教授涉足的数学领域极其广
阔，他特别钟情于自然数研究。在

《有个性的自然数》一书中，你会看到
各式各样奇妙好玩的数。我和四年
级同学上的《我会用计算器吗》一课，
就用上了谈老介绍的“缺八数”。

我还和五年级同学上过一节课
《指尖上的数学》，那是根据谈老推介的
“数手指游戏”来创造的。有人说“书本
不如故事，故事不如戏法”。我相信大
家看过谈老的《数学游戏大家玩》，一定
会大呼过瘾，感受到数学的趣味。

我之所以能和六年级同学一起
研究 《台湾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因
为阅读过谈老 《行云流水话数学》
中的文章 《拜自然为师》，知道了海
岸线的长度是不确定的。

数学是“高冷”的，但谈老文理兼
修，百科贯通，这就让他的趣味数学
奇境迭出，异彩绽放，令人体悟到数
学的无尽趣味和神奇美妙。

（作者系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数学阅读，读什么
华应龙

2019 年 末 ， 新 冠 肺 炎 （Covid-
19） 在武汉出现后，短短几个月横扫全
球。虽然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都在加紧
科学攻关，可时至今日，我们对新冠病
毒的了解还非常有限，甚至还不明白病
毒来自哪里、是否变异、康复者有无免
疫力等，更不用说找准了治疗和预防的
方法。且不说新冠肺炎，科学上哪一种
理论和学说能够肯定得到完全的“证
明”？科学作为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
一，从来就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这样
的情境下，遇见 《科学的旅程》，读到爱
因斯坦的“我看到的自然界是一个壮观
的结构，我们只能极为有限地把握它，
因此，一个富有思想的人，必定对此怀
有‘谦卑’之情”这样的句子，真有种
心有戚戚的感慨。

《科学的旅程》 是美国著名记者雷·
斯潘根贝格和黛安娜·莫泽夫妇合写的
一部科普著作。该书于 2008 年 11 月由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多年中，该书
再版重印多次，获得出版界多个奖项，
也深受社会各界读者的充分肯定和好
评。不同于其他科学史著作的是，本书
为我们展现的科学史并不是一路辉煌，
而是一部由“正确”与“错误”、“成
功”和“失败”共同书写的历史，是一
部在不断的纠错中走近真相的历史。

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
自己的无知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试图知
道、理解并利用周围世界，但面对反复
无常的自然界，人类总是束手无策。
2500年前，当地中海的新鲜空气吹进古
希腊海港那沐浴在阳光下的建筑时，人
们开始重新打量世界，徐徐推开科学的
大门。在人类并不漫长的文明史上，我
们从敬畏到理解，沿着科学的旅程缓缓
前行——从仰望星空到发射航天器探索
太空，从观察河水的涨落到利用潮汐能
发电，从发现化学元素到利用核能造福
生活，从认识生命到人工合成活细胞，
层层剥开科学的神秘面纱。今天的科学
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科
学的力量无所不在，我们仿佛穷尽了对
世间万物的全部认知。

年轻的普朗克表示要献身于物理学
的时候，他的老师说：“物理学是一门已
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
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与时间和
空间一样，永无止境，普朗克自己也成
为量子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与爱因斯坦
双星并峙。科学就其容量而言，是不会
枯竭的；就其目标而言，是永远不可企
及的。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说：“我
们知道的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
这样的话牛顿也说过：“我不知道世人对
我是怎样看法，但是在我看来，我不过
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为时而发现
一块比平常光滑的石子或美丽的贝壳而
感到高兴；但那浩瀚的真理之海洋，却
还在我面前未曾发现呢！”在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全球的当下，听到这样的教诲，
不啻于纶音佛语。

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该书作者认为，科学实际上是一种
思维方法，一种生动的、不断变化的对
世界的看法。在人类漫长的早期发展史
中，大多数有关世界的看法都充满灵异
和神话色彩。人类试图用巫术呼唤神灵
和上天，来帮助治病、抗击洪涝灾害、
赢得战争等，这自然不是科学。

当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来改造世界的
时候，畜牧业、农业和铸造业就陆续产
生，人们开始利用对太阳、月亮和行星
的观察，发现了季节的变换与河水的泛
滥。在作者看来，这些只是技术，而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这些“并不
能增进理解世界的知识、角度和方法”。
由此来看，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只能算是
技术，因为它并没有推动人类思想的变
革与前进，没有改变人对世界的认知。

科学进步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而
是体现在科学思想的进化。自古希腊以
来，为自然立法的精神孕育了近代科学
的雏形。经过中世纪尤其是文艺复兴的
催化，科学思想实现了现代转化，成功
推动了西方三次科技浪潮。中国文明为
什么没有产生出与欧洲相似的现代科
学，或许与“科学思想”的缺席相关。
笔者想起余英时的一句话：“中国‘五
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
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

‘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
此，甚至变本加厉。”对科技的急功近
利，必然会窒息“科学思想”。

这本书的一大魅力就在于，不仅娓
娓叙述了从科学诞生到现代科学的发展
历程，更重要的是将观念的变革和思想
的发展作为叙述的主线，纲举目张，使
一册 500 多页的“大书”显得条理明
晰。阅读中发现，一种新的科学思想从
诞生到被广泛接受往往需要久远的时
间，甚至历经磨难。比如日心说的提
出，很多人想到的是宗教上的残酷迫
害，其实真正的阻力不是宗教，而是当
时的学术权威和“科学常识”。普朗克
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
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并看到真理的
光明，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最终死去，
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想想真是意

味深长。

批判性思维是科学最宝贵的
“精神”所在

作者认为，科学思想本质上是批判
思想，它倡导怀疑古训和权威，也倡导
超越自我，它不让大自然来欺骗你，也
不让他人来欺骗你，更不允许你自己欺
骗自己。也因此，一种假说成为理论之
前，必须经历多人的反复检验和评价，
才能成为科学界和大众知道的“理论”。
即使是理论，也必须服从证伪和修正，
必须经历检验者对其有效性的充分证
明，如此才能走进教科书。如伦琴发现

“X 射线”，等到他宣布发现结果的时
候，已经推迟了 7 周，那是因为他对自
己发现的可靠性进行了反复实验。科学
史上，一种理论从发现到确认需经历时
间考验的例子比比皆是。

科学家们还特意设计出一系列有助
于发现错误的规则，使科学有一种可以
证明自身为错的内在机制。正是科学自
身的这种独特的纠错机制和自我批判能
力，使得科学成为人类理解自然奥秘最
为严谨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并使得科学
的发展不断突破旧思想的藩篱，超越权
威，永远充满活力。

通览全书，我们发现，每种新理论
的提出，总会被后人反复纠正、扩展或
者简化，不断完善，这样的例子很多：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同重物从同一高度
下落，重的先落地的论断被伽利略推
翻；20 世纪发现原子具有结构，于是进
入其中使之分裂；经典物理学思想体系
统治了物理科学整整两个世纪，但相对
论提出之后，一切都成为过往云烟⋯⋯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批判性思
维”是最稀缺的品质和能力。阅读本
书，深切感受科学的批判精神，可以提
升我们的思维品质和能力，可谓正当其
时。

因为站在先人的肩膀上，我们今天
的科学观念和知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完全掌控了自己和世
界。科学原本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
程，我们在享受其恩惠的同时，也正遭
遇空前的挑战。

（作者系安徽省含山县第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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