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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
期，很多学生的差距，就是从这个
时候拉开的。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方
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很容易
迷茫，甚至迷失。

朱永新：我所进行的新教育实
验提倡一种生命叙事理论，即人生
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
的故事，需要人们不断去书写。有
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伟
大的传奇，有的人写出了一个平凡
的故事，但也有人把它写成了事
故。故事走向如何，取决于写故事
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人
公，写好故事的前提，是找到自己
的人生原型。

小学时，我们都曾被问过“将
来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到了中
学阶段，就要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
坐标，寻找生命的榜样。以他们为
原型，幻想自己的人生，放飞自己
的梦想。如果你想成为科学家、教
育家或文学家，就要从现在开始做
准备。

莱维特：朱永新教授的观点，
我认同。我想补充的是，在我们的
人生故事中，要善于抓住偶然机
会，因为它很可能是人生非常重要
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
气很重要，但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
获得更多的好运呢？很关键的一
点，就是要时刻做好准备，要伸展
自己的触角，将自己暴露在不同的
领域、不同的话题、不同的环境
中，让自己对这些环境、领域和话
题，都充满着探索欲，至少要有所
接触。

如果喜欢数学，不妨去试试诗
歌和文学；如果喜欢历史，不妨更
多地去尝试挑战自己数学方面的天
赋。天赋与潜能就像宝藏，需要不

断挖掘，所以在中学阶段我们要学
会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那些
可能让你暂时不太舒服或不太自在
的东西，因为它很可能为你带来无
限好运。其实对于所有行业来说，
包括对于科学家来说，很关键的一
点在于新的想法和创意。有时候，
当你突然迸发出一个很好的创意的
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这
个创意是从哪里来的。但这些灵感
和创意的产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
过程，正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储
备，不断把自己暴露在新的环境当
中、新的场景当中，才积累出这些
能够让你迸发出很好创意的源泉和
基础。

今天早上，我看到学生正在学
书法、学古乐、学茶艺。这些看上
去与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由科技
所引领的21世纪相去甚远，因为
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这样一些东西。但是，
很有可能，你的一个新灵感，就是
在你行茶艺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
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改变整个世
界。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些新的想
法、创意什么时候会突然迸发出
来，可能在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
能在你运动健身的时候。正是在你
特别努力地去思考，想要逼迫自己
能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时候，你最能
想到一个好主意。所以说，我们一
定要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多
去运动，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去挑
战自己。有可能，在你下一次行茶
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这
个想法很有可能会成为22世纪计
算机模型的雏形，从而改变世界。

找好自己的人生坐标，写好自己的人生故事

中国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对话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

我们为何我们为何需要不需要不标准答案标准答案

中学阶段是人生中最为关键
的阶段，西方心理学家将该阶段
看作“最危险”或“心理断乳”
时期。这一阶段，青少年自我开
始觉醒，想要在更多方面追求独
立与自主，但心理还不成熟，容
易与他人、与世界发生冲突。如

何处理好自己与自己、与父母、
与教师、与同伴的关系，如何应
对学习中的压力与挑战，如何提
高自身审美等，这些问题伴随着
成长不断涌现。

如何解决中学阶段的成长烦
恼？如何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中

学阶段？针对这一话题，苏州大学
教授朱永新与2013年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
尔·莱维特近期在北京中学展开主
题为“教育与人生”的高端对话。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两位学者的
分享与探讨，会给予我们启示。

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是不一
样的，但在我们走向人生更高目
标的过程中，这一阶段的经历又
十分重要，甚至会对自己的人生
产生深远影响。

莱维特：我的中学阶段在南
非度过，南非的学制与其他国家
有所不同，在小学外有5年的中学
阶段，没有初中和高中这样的两
段划分。而我自己的中学阶段相
对短暂，只学了3年就毕业了。这
一段中学生活给我的最大启示就
是，虽然你会做很多计划，但计
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去
调整自己的计划，对新事物新领
域葆有好奇心，不断去挑战自己
不擅长的事情。要与时俱进。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不算是
班上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还好
吧，排名也就是第三名左右，但
学业问题对我挑战性不大。学生
时代，对那些我不知道、不了解
的事情，比如音乐，还有其他一
些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但是对我来

说很有趣的领域，我都非常好
奇。直到现在，我一直都特别喜
欢去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喜
欢去学习新知识。教育经历是比
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只是，为什
么我的少年阶段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还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曾
经一度沉迷于台球游戏，深夜才回
家。母亲在担心我的安全与学业
之余，有了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
让我用暑假3个月时间，把接下来
两年的课程全部自学完。我竟然
同意了她的建议，愿意去尝试一
下。学习的过程尤为艰难，因为需
要学习的课程很多，除英语、拉丁
文、希伯来语、南非语等语言课程
外，还有数学、历史等。但我最终
还是做到了，成功通过高考，在第
二年开学时就直接去上大学了。

对我而言，这是人生中一个
非常大的跨越。我也意识到，个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你勇于
去尝试，或许就会被自己“惊讶
到”或者“惊喜到”。

朱永新：莱维特教授用3个月
的时间修完整个高中课程，这一

段经历很传奇。我在中学阶段也
有相似的经历，初二假期时心血
来潮，学完了整个初三的数学，
后来到初三时学得很轻松。这说
明，只要能够不断挑战自己，不
断去尝试，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莱维特教授提到的好奇心问
题，我也十分认同。我们来到这
个世界时，本身就充满好奇，而
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
让我们不断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
奇心，对未知世界充满探索的愿
望。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却在不
断地摧毁我们的好奇心，不断把
所谓“标准”的答案给学生，再
用标准答案来评价所有人。当只
用一把尺子来度量所有人时，教
育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教育需要告诉孩子们，这个
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值得探索与研究。很多像莱维特
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的成长与突
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好奇心驱
使下实现的，而科学的批判质疑精
神也在此中彰显。

中学阶段要保持好奇心，不断挑战与尝试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智慧的两座
山峰，两者在最高处是相通的。在中
学生成长过程中，科学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艺术在培养审美力、道德力
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莱维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想
法，就是艺术的重要性。艺术在培养
一个人的美感、审美以及对周围事物
的理解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刚走进这个礼堂的时候，看到这个
背板，发现下面的这些图形实际上是
中国传统画作里的山脉。这些图形突
然把我带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
时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计算机模型。
看上去，背板里这些山脉好像是由非
常简单的线条组成的，但是在20世纪
70年代，我们要在电脑上画出这样的
山脉图形，是非常难的。有一个理论
叫“隐线理论”，你在看到这座山脉的
时候，计算机画出了它所有的不同维
度的线条，但你看不到这些线条究竟
是怎样用计算机呈现出来的。在过去
的时间里，有非常多的科学家，付出
了很多努力，设计出大量的计算机算

法和建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计算机
算法和建模，今天你才能够只需输入一
些简单参数，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座山脉
的模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
明了，在大量的数学、计算机科学背后，
艺术所体现的对大自然的审美以及自
然能够给予我们的灵感。

朱永新：正如莱维特先生所说，我
们也看到，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有艺术
精神。因为艺术是灵性的体现，艺术是
创造力最为集中的表现。在当下的课
程体系中，艺术教育或美育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板块。现在很多学校设置了书
法、绘画等艺术课程，但其目的不是培
养一门技艺，而是通过这些艺术教育，
真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需要
个性的，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体现
艺术的本质特征。也许会有人问，我如
果以后不做艺术家，那还学艺术干什
么？其实音乐、绘画、设计、雕塑等这些
艺术课程，对我们今后无论做什么工
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功能。因
为，艺术的追求是真善美，这也是教育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科学之旅中培养艺术精神
在艺术教育中提升创造力

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是我在家
办公或者说在家做研究那段时间。那个
时候，我是全职“奶爸”。后来孩子稍
微大一点了，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稍
微少一些了。我这种工作过于努力的状
态，一直持续到 60 岁左右。60 岁左
右，我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契机，当时
有人介绍我徒步登山。

第一次徒步登山，是和学校一群年
轻人一起去的。去之前，我没有仔细看
关于那次徒步旅行的介绍，等我走完以
后，才知道一下子走了40公里。回来以
后，我整整一个星期走不了路。

这次徒步旅行使我意识到，其实我
可以把一周7天进行更好的安排，可以
周一至周五专注于科研，周六周日去徒
步旅行。因为我发现，在徒步旅行过程
中，整个人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整个
机体都专注于徒步这件事，大脑在疯狂
地、深入地汲取养分，这个时候反而能
够让人得到一种平衡。

后来我发现，徒步旅行回来之后的5
天，我的工作效率会比原来高得多。两
天的徒步旅行，让大脑汲取了充分的氧
气，进行了充分的休息，反而事半功倍。
后来我总跟别人说，2+5≠7，2+5>7。

迈克尔·莱维特：

2+5>7

朱永新 中国苏州大
学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
人、新阅读研究所创办
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迈克尔·莱维特 世界著名生
物物理学家，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
结构生物学教授，因“为复杂化学
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获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有艺术精神，因
为艺术是灵性的体现，是创造性最集中
的表现。中小学生学艺术，不是简单地
学一门技艺，学会弹琴、学会写字、学
会画画，远远不是如此。艺术的最高境
界在空白处，在连接处，在真正能够激
发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艺术是
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是需要个性的。
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能体现艺术的本
质特征。

新教育实验正在研发一门大艺术课
程，抽出艺术教育中最关键的一些概念，
把戏剧、电影、设计、雕塑、建筑等各种

艺术形式整合起来。艺术教育能
够“成人之美”，让我们更有

灵性、更有创造性。如果
学生能学点音乐、学

点绘画、学点书
法 、学 点 设
计 、学 点 雕
塑，等等，无
论今后我们
从事什么工
作 ，都 会 因
此而奠定重
要基础。

朱永新：

艺术教育能够
“成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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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沟通的能

力，但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自我虽已
开始觉醒，却尚未成熟，往往会与自
己、与父母、与同伴、与老师产生冲
突。青少年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
中学阶段成长和学习的必修课。

朱永新：我一直认同这样一个观
点，有好的关系才有好的教育。我们
可能会因为喜欢一门课老师的风格，或
者得到一门课老师的夸奖，而学习特别
用功，甚至想成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
士。人作为社会动物，能在生活中、学
习中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就显
得非常重要。在疫情期间，很多中学生
由于跟父母关系紧张导致心理问题，甚
或走向冲突与极端。而中学生如果能
和父母、老师、同伴形成一个和谐的关
系，学会分享快乐，就会为自己的成长
积蓄不竭的动力。

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早期的科
学研究都是以个体为主，现代的很多
科学研究已经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
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团队共
同探讨、研究，这是一个双赢的时代。

莱维特：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生活
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它可
以促进和开发我们的智慧不断成熟、
成长，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取得进步。

人生成长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与社交共情能
力。我们是社交动物，所以我们可以
在跟别人的互动过程中，汲取很多能
量、创意与灵感。

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社交的共
情能力，在中国教育中都是非常重要
的。

有的时候，人在学习、研究过程
当中，会进入一种执念或者钻牛角尖
的状态，别的东西都看不见、听不见
了，一直在偏执地做一件事情。这种
偏执，是不太被鼓励的。你可能会
说，我要每天学习24小时，连续学习
100天，等到100天之后，数学考试
成绩肯定会很好。但是这样一种做
法，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它是不健
康的。人的大脑，就像走路时的肌
肉、机器运转时所用的零部件一样，
是会疲惫的。当你不断逼迫自己的大
脑一直沉迷于或者说偏执于某一件事
情，大脑也会疲惫，大脑的活动水平
可能会降低，然后你的生产力、生产
效率会下降。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
你的产出或者说你大脑的聪明程度，
也不会比你在放松的时候表现得更

好。这样可能会产生危险，导致心理
学上所说的“完全的消耗”，甚至可能
会患抑郁症。

从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学校阶段
是非常短暂的，大家不要因为时间短
暂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消耗”掉。
其实，人生就像爬山。你在攀爬一座
高山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拼命地向
前冲，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完了，可能
还没走多远，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向
前走了。这样的人反而没有办法登
顶。所以说，在攀登人生这座高峰的
旅途中，给自己一些时间去休息，去
享受一下周围的美景，你会发现可能
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这是一种平衡
而和谐的方式，它会让你在享受的过
程当中逐步淡定。

朱教授刚才谈到了家庭环境还有
社交在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其实，这
些就是非常好的旅途风景，能方便我
们小憩一下，去享受到其他的、能够
分散我们过度集中的注意力的美好时
光。

有时候，我们会特别努力地去试
图解决某一个难题，把所有精力都花
在尝试解题的过程中了。过分的专注
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其实，人类
本身是非常善于去解决问题的，但是，
如果你把自己逼得太狠的话，反而会得
不偿失。当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寻找
答案，但又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不妨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中
途的暂停时间，去看个电影、散个步，跟
小狗一起出去玩一会儿，或者去见见朋
友。这些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能够让你
释放之前因过分专注造成的压力。

当一个人身体压力激素水平降下
来的时候，大脑的效率和行动力反而
会上升，两者之间呈反比关系。其实，
在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很多大的成就、
突然让人茅塞顿开的事情，都是在最不
经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经常工作
两三个小时，觉得自己已经快疲惫不堪
的时候，就会停下来，去跟我的宝宝们
玩一段时间。再回来工作的时候，我会
发现，效率一下子高了很多。大家听上
去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大家常常觉
得，只有在没有任何东西分散注意力的
情况下，工作效率才是最高的。我想说
的是，这些所谓的分散你注意力的东
西，有可能是成就你工作质量的最关
键的源泉。

（本文由本报记者李萍根据朱永新
与迈克尔·莱维特“教育与人生”高端对
话整理而成）

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
汲取成长能量与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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