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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荐书

最近和一群中年朋友在网络会
议里聊天，其中几位对时下互联网上
各种无脑反智的内容颇为忧虑。在
一个不确定性陡增，噪声大过真相，
观点极化，价值观撕裂的时代，他们
很担心自己每天黏在屏幕上的孩子
会成长为“混乱的一代”。最后大家
的共识是：越是如此，越要从小培养
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话说回来，作
为父母我们真能接受独立思考的孩
子吗？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
权威，而独立思考意味着不盲从于权
威，这本身就是对父母极大的挑战。
可是，如果孩子无法学会独立思考，
又怎么算是真正的长大呢？

《如何独立思考》的作者史蒂文·
诺韦拉和他的那些兄弟都是敢于质
疑权威的孩子。随着成长，他们慢慢
发现大人也不是每次都能达成一致
意见，可见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错
了；他们发现无论专家、领袖、宗教人
士都有可能犯错，比起人，真相与常
识更加可靠；他们甚至还发现原来所
谓科学也依然是一种权威，如果说这
种权威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它在
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中前进。可是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如果可
以一直仰赖的对象不见了，我们又该
如何判断哪些可信，哪些又该存疑？
这两个贯穿本书的问题正是“科学怀
疑论”的精髓。

作者的女儿曾经问他一个问题：
“恐龙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的孩子
问你这个问题，你又会如何作答呢？
在陪孩子看过无数关于恐龙的电影
和绘本后，你自己有没有想过那些形
形色色的恐龙，是依据什么涂上的
颜色呢？毕竟，我们现在只发现了
骨骼化石。作者没有像很多家长一
样急着给出答案，只是反问了一个
问题：“嗯，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
们的颜色呢？”然后他沿着这个问题
和孩子继续探讨下去。答案经常是
暂时的，探索才是一生的；告诉你
的孩子不要轻信眼前的一切，就是
他学会鉴别谎言的第一课。

关于如何面对孩子的提问，作
者还告诉我们：“得承认自己的无
知，甚至承认连科学家也不知道答
案。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实际上，
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完整的答案。你
可以尽你所能回答已知的那部分，
也必须承认尚存在科学家还没搞懂
的问题。这样做可以让孩子知道：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任何事
物都可以怀疑；知识不是绝对的，
不断会有新的发现；没有绝对的权
威，任何观点假如能够成立，只不
过是目前刚好有证据支持罢了。”其
实，父母这样的姿态是在潜移默化
地告诉孩子，“世界是我们的，更是
你们的”，“你们将比我们知道更
多”，“人生就是一个提问和探索的
过程”。家长的权威并非来自无所不
知，只是他们试错的次数更多，提
问和探索的经验比孩子更丰富，知
晓更多的思维陷阱。

这不仅是一本解析独立思考能
力的书，也是一本养育之书。作者
写道：“作为父母，具有批判思维能
力不但意味着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备
孕及抚养下一代等科学问题，也意
味着知道该如何让孩子们长大后学
会理性思考。”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成
长时，作者说：“我热爱科学⋯⋯我
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里至

少有一位大人热爱科学，并从小就
如此教导我们。”身教胜于言传，如
果我们总让孩子学习，自己却从不
学习，那就等于一个自己做不到的
领导却不断地苛求下属，只会引来
逆反。我常听到很多家长抱怨孩子
对学习没有热情，究其根本，孩子
也许不是对知识没有兴趣，而是对
提问和探索失去了兴趣。当任何问
题都只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当
权威们永远不能被质疑，当与考试
无关的奇思妙想被认为是胡思乱
想，我们又怎么会有好奇和探索冲
动呢？

如今家长都知道和孩子度过的
有质量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教育，但
是什么叫有质量呢？作者给出了一
个重要的建议，那就是除了快乐
外，无论读书还是游戏都应有一部
分与科学有关。具体是关于鸟类还
是关于汽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
由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开启一段大手
拉小手的好奇与思考之旅。现在的
家长很舍得一掷千金让孩子从小学
外语，其实科学也是一门“外语”，它
也有自己的“语汇”（科学名词）和“语
法”（科学逻辑），这门外语学得如何
决定了我们的科学素养。从一个人
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
修养，同理，一个人是否有科学素养

也会“脱口而出”。比如，“我吃了这
个药病就好了，这个药有奇效！”“这
可是某某权威专家说的，绝对可信。”

“这是纯天然的，肯定对人体无害！”
这三句话依次犯了书中提到的三种
逻辑谬误。第一种是“错误因果”，即
A 发生在 B 之前，所以是 A 导致了
B，所谓“药到病除”是时间先后关
系，未必是因果关系。第二种是“诉
诸权威”，即权威人士一定是对的，在
科学领域这可不一定，否则“日心说”
就不会替代“地心说”。第三种是“诉
诸自然”，即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可
是自然界还有毒蘑菇和重金属呢？

时间走到 2021 年，小时候科幻
小说里的很多高科技已经成了我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好科学这门外
语除了关乎孩子的生存，还关乎他们
的发展。放眼全球，科学已成为塑造
人类文明形态和影响国力的决定力
量之一，不懂科学就等于失去了一个
深度参与社会的机会，缺少了一个与
未来工作机会的接口。需要再次强
调的是，所谓懂科学并不等于累积知
识，因为知识会过时。一个懂科学的
人与不懂科学的人最大的差别未必
是知识量，而是能否用科学的逻辑思
考，用科学的怀疑论去伪存真。从这
角度来说，本书就是一本科学思考的
入门与进阶指南。我们处在一个信
息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作为信息消费
者主力之一的青少年急需一种基本
的生存能力，那就是分辨信息的能
力，通俗地说就是“有自己的脑子，不
被忽悠”，而科学的质疑与思考就是
培养这种能力的磨刀石。

对了，如果你还念念不忘模型恐
龙身上的肤色是怎么来的，答案是这
些颜色参考了与恐龙亲缘关系较近
的爬行动物以及动物保护色与环境
的关系。但是，它们并非标准答案，
再科学的推测也只是等待被验证的
假说，而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发现真相
的人。

（作者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
士、心理工作者）

我们真能接受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汪冰

《吾爱吾师》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俞
宁的一部忆人散文集。这本书具有一种很难
说透的吸引力，书中每个人物都有一种特别
的气息，放下书本，情绪仍为之萦回不已。

作者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
（字叔迟）之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叔迟
先生因特殊原因无法时时管教小儿子（即
作者），于是就请同事兼挚友启功先生（字
元白）帮忙代管，作者因此走进启先生的
家。启先生成了作者亲切的“启大爷”，大
爷与父亲是作者少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位
领路人，他们像是一对默契的搭档，时常用

“挤对”的方式“捉弄”（教育）孩子，锻炼孩
子的情志。

书中有数篇文章记述作者与启先生夫
妇一起生活的点滴琐事。有一次，启先生
带着作者去琉璃厂探望书画装裱老师傅李
孟东先生，他们大人说话，作者从旁听出李
先生口音，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李先生是河
北哪儿人，启先生赶忙道歉，说这孩子没规
矩。启先生与友朋之间的交往既有深厚的
礼节涵养，又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修养和
韵度。1973年，启先生家的房屋受到阴雨
侵袭，墙体变形，启先生以诗自嘲：“东墙受
雨朝西鼓，我床正在墙之肚。”与启先生一
同在中华书局共事标点“二十四史与《清史
稿》”的唐长孺先生读到这首诗后，就来探
望启先生。唐先生到来之前，作者把椅子
安放在靠近西墙的安全之地，唐先生进屋
却特意将椅子挪到那危险的东墙附近坐
下。作者很困惑，唐先生走后，他就请教启
先生个中原因。启先生说，唐先生“亲自来
看望并故意坐在危墙之下，以表达与朋友
共患难的意思”。这真是两位先生之间无
言的默契，不仅是情感上的默契，也是文化
气韵上的默契。

启先生、俞叔迟先生之间也存在文化
思想上的默契。缘于这种默契，他们在教
育作者的事情上经常一唱一和。例如作者
为了逃离父亲与启大爷的影响，在考大学
时选择了远离中文的英文系，工作两年后
又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这样就
更加远离父亲与启大爷的专业。去北外上
学不久，作者几乎在同一天收到两位长辈
的礼物，启大爷赠送的是周振甫著《文心雕
龙注释》，父亲送的是杨明照著《文心雕龙
校注拾遗》，两份几乎相同的礼物其实是一
份“无言的教诲”。

启大爷的教导方式比较随和温暖，作
者常年受启大爷濡染，启大爷不知不觉便
成了他心中的“角色榜样”，影响力甚至超
过了他父亲。与启大爷相比，父亲似乎有
些“疏离感”，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称父亲是

“师傅”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仍能明显感受
到作者备受其父的影响。叔迟先生的身教
通常比较温和，言教有时候则非常严厉，这
集中体现于 1985 年作者出国留学前叔迟
先生提出的“约法三章”中，即选择学习英
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实在有困难，也不能
在国外转行学汉学、不能转行学中西比较
文学、不能对着洋人讲中国学（糊弄事
儿）。这“三章”也是叔迟先生与启先生商
量好的，一则告诫作者要硬气，二则也要保
住父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尊严。这

“三章”作者坚守了三十多年。作者虽然在
国外生活了三十多年，但因父亲教诲的持
续影响而形成了清晰的文化认同，这种认
同与启大爷的“角色榜样”又共同构筑了作
者的家国记忆和文化记忆。

叔迟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他
所生活的家属院自然也是知识分子荟萃之
地，所以邻里生活，作者耳闻目睹，打小就熟
悉，比如著名史学家柴青峰先生的一些经
历，比如包老伯包天池先生的一些事情——
包先生是生物学家，但他却出人意料地与还
是毛头小子的作者谈诗歌、谈莎剧，开导作
者，作者后来成为英语文学教授，研习前沿
的文学理论，才蓦然体会到包老伯当年的认
识有着惊人的深刻性。邻居中的神奇人物
还有教育学家陈友松先生，作者1978年报
考北航英文系时，为了应付口试，求教楼下
邻居陈友松先生，彼时眼睛已盲的陈先生给
他准备了二十句话，说“记住了就能通过口
试”，结果考试问了十几句，真的都在这二十
句中。料事如神，莫此为甚！

作者在上大学之前，还在北京市西城
区房管所当了几年学徒。在房管所，他成
了瓦匠师傅曹士元先生的徒弟，同时也受
董师傅的教诲。这两位人物堪为“俗世奇
人”的杰出代表，“曹师傅瘦小、机灵，干活
儿使巧劲儿，活儿干出来，看着就飘飕、俏
皮。”不用说，是“把式干活”，相当优雅；董
师傅大气磅礴，粗枝大叶，尽显威猛。这两
位师傅看上去作风质朴，不拘小节，但是当
他们说：“师兄弟之间打打闹闹骂个人可
以，但不许带脏字儿。谁要是带了脏字儿，
出去别说是我徒弟！”你就知道，他们在做
人方面是毫不含糊的。他们虽然不是高级
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人格修养绝不亚于高
级知识分子。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备受长辈们的关爱
与提携，在家有父母、大爷和左右紧邻；在
外，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师傅”，在房管
所学徒时有曹、董两位师傅，大学时代有吴
谷茗老师，研究生时代有周珏良先生。这
些长辈像是生活长途中的驿站，当作者到
站盘桓时，他们就滋润其成长。因此，作者
特别感念他们，每当午夜梦回时，常常追怀
不已。这些文章就是那些片段的温暖记
忆，这些人物既培养了作者的文化质感，也
是作者回望家园时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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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和哲学家来说，这本书不仅给
他们提供了对现象学领域和当代哲学争论
状态的一个出色而简洁的概观，而且通过考
察现象学对其所应用的那些学科的效用给
他们提供了一种处理问题的崭新方式。

加拉格尔回顾了经典现象学的哲学家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提出的那些核心

洞见，以创新的方式更新了其中的一些洞见，
并且表明，他们是如何与哲学和心理学中正在
进行的争论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对现象学方
法以及意向性、时间性、具身、行动、自我和我们
理解他人的能力的各种解释都被整合进了一个
融贯的当代陈述中，这表明了，为什么现象学仍
然是一种活跃的、有生命的哲学进路。

《现象学导论》（哲学课）
[美]肖恩·加拉格尔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钱学森是中国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
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也
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也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
该书通过图文并茂、音视频互动立体化地再

现钱学森这位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的
非凡人生，彰显了崇高的科学家精神和无私
奉献的共产党人精神风范；从侧面也折射出

“两弹一星”伟业的光辉历程，折射中华民族
的百年复兴。

《钱学森画传》
奚启新 著 杨亮 改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如何独立思考：跨越认
知陷阱 建立科学思维》

[美]史蒂文·诺韦拉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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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的《爱智统一：“好教育”
的精神法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文化与哲学视角阐述了“好教育”
的精神法则——“爱智统一”。

可以说，做教师的几乎没有人不
知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
也有不少教师常常会以这句名言来
宣示自己的教育主张，诚如刘老师在
这本书中所言：“对爱与教育的联系
的认识在今天已经高度自觉和成熟，
甚至对爱的教育价值的强调也已经
成为某种教育行为风格的灵魂，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教育中的爱已经
有了高度成熟的认知，更不用说教育
者在普遍意义上远未成为卓越于平
常人的情感实践专家。”或许正是因
为如此，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却很少有人仔细
想想，有了爱，就一定有教育吗？“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个论断的背后需
要注意些什么呢？至少是不是要思
考一下教育之爱应该“如何爱”与“怎
样爱”？尽管就我所读所知罗素早年
对“如何爱”与“怎样爱”有过一些论
述，譬如爱与知识、爱要让对方感受
到等，但似乎不是从教育视角来谈
的。而《爱智统一：“好教育”的精神
法则》则是我目前看到的比较详尽地
回答了“如何爱”与“怎样爱”的一本
论著。

刘庆昌认为，教育理论“应当像
关注‘教’一样对‘爱’加以关注，以利
于教师爱的意识自觉与爱的行为专
业”。教育理论必须对人类爱的智慧
在知识层面进行认真的组织与阐
发。我对刘老师所说的“组织与阐
发”的理解是要对“教育之爱”的内涵
与外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阐发，而不
是简单地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奉
为圭臬。我的理解，刘老师对教育之
爱的理解就是四个字，“爱智统一”，
或者就是“爱一方面源自真情；另一
方面也源自理智”。真情，就是社会
学意义上的本能，理智就是教育哲学
意义上的干预。

理解了教育之爱的内涵与外延，
才能理解刘老师提出的教育之爱必
须在行为层面加以设计与开发，如此
才可能进入“智慧的爱”的境界，亦即

“对教育者来说必须是领会了教育的
真谛之后的爱意与爱行”。那么作者
心目中的教育的真谛是什么呢？是

“善意的干预”，即“教育者的爱一方
面 源 自 真 情 ；另 一 方 面 也 源 自 理
智”。“爱虽然在理论上与教育行为水
乳交融，但在实践过程中要么是时隐
时现的真实，要么只是教育者自陈中
的一种有意识修饰。”我以为这种自
陈中的有意识修饰，以“爱生如子”的
说法最为典型，由此派生出来的就是
那些以学生称呼自己为“爸爸”“妈
妈”为荣的教师与校长们的自得。殊
不知“学校里的教师之于学生的情
感，本就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自然
亲情，基本在教学交往中生成了长者
之于幼者的爱意，也很可能被学生的
消极反应或自己的适当行为所歪曲，
由此带来的失落、忧郁和愤懑也在所
难免”，当然也不排除因学生的亲情
之爱的失落转而视教师为父母的，但
教师终究不是他们的父母，如果教师
一旦以父母自居了，其教师角色应有
的教育行为必然会受到影响。关于
这一点我们不妨结合蒙台梭利的有
关论述作进一步的审视，蒙台梭利
说：“成人绝对无法想象，孩子们的内
心已经做好了服从我们的准备，他们
的这个意志是非常坚定的，这是孩子
的特征之一。”“因此，我们更要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我们做的每一
件事以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孩子
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因为这
个阶段的孩子是完全服从我们的，孩

子们对我们是又爱又崇拜。我们也
要注意孩子的行为举止，一旦看出
他们的情绪不大对头，就应该加以
正确的引导。”这里“正确的引导”，
我以为与刘老师所说的“善意的干
预”是一致的。

把握了教育之爱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就可以理解曼德维尔借狮子之
口说的这段话：“你们以慈爱地呵护
自己的孩子为自豪，其实这是很愚蠢
的。你们以能为教育孩子而应付种
种不断的过分麻烦而自豪，这也很愚
蠢。人天生就是需求最多且最无助
的动物，父母为满足其低能后代的需
求而奔波劳碌，这仅仅是一种自然本
能，一切生灵皆有。然而一万人有时
甚至是十万人，常常竟会因为两个人
的突发奇想在几个小时之内统统丧
命，人若真的看重自己的族类，又怎
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任何人的
爱，如果没让对方感受到的话，就有
必要反思自己的爱是出于对对方的
真爱，还是为了宣示自己对对方的
爱。

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去审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个论断存在
的不完善呢？借用刘老师的话来说，
是因为“教育哲学对教育实质的把
握，至今尚未深入到行为学层面，只
是在维持或建构一种教育意象。若
有行为学的立场，教育哲学家一定会

特别关注教育是一种‘做’、一种由人
类一般行为在一定精神原则支配下
构成的‘行动’，他们一定愿意明晰地
告知众人，教育者在‘做’什么，以及
因‘做’了什么才能成为教育者”。由
此，我想到梁光耀在 《图解伦理学》
后记中的几段独立成行的文字：“不
讲道德的人未必没有道德，讲道德
的人也未必有道德。”“常常讲道德
的人很可能没有道德。”“因为道德
不是用来讲的，而是要靠做的。”

“一个经常标榜道德的文化，社会上
却没有起码的道德，问题一定出在
人们所讲的道德上。”我以为，这几
行文字对读者更好地理解刘庆昌提
出的“好教育”的精神法则——“爱智
统一”是有帮助的。

我的理解，教育之爱，不是一种
宣示，也不只是一种表达，而是一种
行动、一种示范、一个过程、一种理
解、一种追求，更是一种境界。从人
的发展需求来说，学校与教师的责
任主要在为学生建构有助于他们生
命发展的环境与生态，尤其是课
程。这或许就是刘老师所说的教育
之爱在行为层面的设计与开发。在
我看来，总是将“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写在纸上、挂在嘴上的，未必
真的理解教育，更不一定明白教育之
爱为何以及何为。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教育是一种“善意的干预”
凌宗伟

《吾爱吾师》
[美]俞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哈佛有这么一群学生，虽与他人上同
样的课，但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他们成立了
哈佛最封闭的组织——“黑钻”，从不在乎社
会上的成功曲线，一入学就在华尔街做投
资，他们是哈佛前1%的人才、华尔街未来的

巨星。哈佛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
研究“黑钻”这样专攻某一领域的人后，得出
结论：我们传统观念上的成功公式是错误
的。本书作者根据丰富的事例和研究，强调
了屏蔽负面信号的重要性。

《哈佛前1%的秘密》
[韩]郑周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