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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

■

张向荣

听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 提几个问

题，能回答上来吗？“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的运动员能跑多快？他们是跑环形跑

道还是直线？”“数学是一种发明还是一种

发现？”如果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恭喜

你还可以被“儿童大学”录取。也许你会反

问，世界上的知识多如恒河之沙，为什么

一定要知道呢？没错，知识是无限的，但一

个现代人理应对万事万物的奥秘始终抱

有兴趣。培养人的兴趣，这也是一个好的

教育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现代教

育带给我们的印象， 却往往是知识的灌

输、兴趣的扼杀以及千篇一律的答案。

于是，近年来不少大学都针对高等教育

中过于专业化、技能化而忽视全面素质的倾

向，纷纷提出了新的概念，例如北京大学强

调“博雅教育”，中山大学推行“通识教育”，

皆是如此。这些概念看似新鲜，其实皆源自

古代教育的传统，也源自人类儿童时期对一

个整体的世界所产生的“兴趣”。不过，大学

有大学的做法，如果真要彻底改变现代教育

体制的弊端，非从娃娃抓起不可。不妨看看

德国人是怎么做的：图宾根的一所大学为孩

子们建立了“儿童大学”，由德国最好的科学

家来为孩子们上课。本文开头提的两个问题

正是课堂上的好题目，这些题目根本不会按

照现代学科分成语文、数学、物理等，而是引

领大家发现一个充满着各种奇思妙想的世

界，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受教育的过程，《顶尖

科学家的7堂启蒙课》 一书也正是这一过程

的实录。

其实， 对年轻人进行的所谓“通识教

育”， 古今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东西方的差

异。无论在先秦时代还是古希腊时期，东海

西海的圣人或哲人们都把教育看成“教化”，

目的不是传输知识或技能，而是为一个理想

化的社会提供人文基础。古罗马有“修辞术、

天文学”等七艺，正如儒家有“礼、乐、射、御、

书、数”的六艺。六艺看上去似乎也是具有实

用价值的技能，实则早已演变成一种礼仪性

质的综合素质，主要服务于贵族之间的交流

和个人修养。在儒家哲人看来，“君子不器”，

儒家教化并不专注于提供工具化的技能，例

如今天大学里最热门的“金融学、 法学、医

学”等，儒家培养的是能够在一个社会中维

持道德理想和价值观的士大夫阶层。 所以，

儒家的教化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 同时以

“六艺” 等礼仪来维系和涵养道德。“通识教

育”不是教授知识，而是有着更长远的目的，

即培育道德、荣誉与健全人格，这才是教育

的目的。在西方，从古希腊直到近代欧洲的

贵族教育，其基本的价值观也是如此。

自从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教育逐渐代替

了古典教育。启蒙思想家们最初设想的现代

教育， 主要是想把人从道德说教中解放出

来， 鼓励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与社会，

用实际的知识技能来创造科学昌明的理性

王国。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公民

阶层取代了贵族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社会结

构逐渐变为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种“科

层制”。 从前综合化的素质逐渐分裂为各种

专业化的知识，教育的目的也就变成给公民

传授谋生技能了。虽说现代教育也有不可替

代的优点，但古典教育中富含的那种培养综

合素质、激发兴趣的方面亦不可忽略。

显然，“通识教育” 理应从古典教育和

现代教育中吸取各自有益的方面， 即从古

典教育中吸取“整全”的思维，从现代教育

中吸取“专业”的高度；从古典教育中吸取

培育健全人格和道德修养的长处， 从现代

教育中吸取培育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的优

点。同时，还要能够小心呵护孩子们对世界

万物的兴趣，这才能做到融会古今。

《顶尖科学家的7堂启蒙课》 所切入的

正是这一点， 书中包含的问题最初都是由

孩子们提出来的，比如“怎么能当上中国的

皇帝？”“中世纪的骑士们怎么上厕所？”面

对这样的问题， 谁舍得用成人的标准答案

来搪塞他们呢？ 另外， 书的内容既不限于

“科学”，也不只是“启蒙”，而是从德国图宾

根的“儿童大学”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诸多题

目，涵盖了包括数学、自然科学、体育、军

事、文化在内的诸多领域。所以，该书给孩

子们呈现的是一个全面的、 尚未被学科细

分的世界，而书中的问题犹如指南针，赋予

孩子们理性、科学的精神，而这正是沟通古

典与现代教育精神的地方。

《顶尖科学家的

7

堂启蒙课》（共

3

册）

（德）乌尔里希·扬森、（德）乌拉·施托伊尔

纳格尔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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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一个教育世家

的百年沧桑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在江西南昌， 有一个被当地政府

命名为“教授村”的村子———岗上镇月

池村，一百多年来，村里的熊氏家族因

办教育而久负盛名。 熊氏先贤熊育锡、

熊元锷曾拜严复为师，推行严复的教育

主张， 首先在江西办起了新式学堂，后

改名为心远中学，成为了当时全国闻名

的三大私立名校之一，后来又追随严复

先生参与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复

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办学工作。熊氏先

辈与中国著名知识分子陈三立、 叶企

孙、吴宓、吴有训、陈寅恪、胡先骕等关

系密切、情深意长，在中国近现代教育

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另外，著名历

史人物如程孝刚、邹韬奋、曾天宇、袁玉

冰、方志敏、张国焘等都与熊氏家族创

办的心远学校密切联系在一起。家族子

弟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 例如：曾

经在美国参与创办中国科学社的熊正

理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背后的

英雄熊大缜、我国“现代人工珍珠养殖

之父”熊大仁教授以及原解放军副总参

谋长熊光楷上将，等等。小小的月池村

涌现出中科院院士、解放军上将、教授、

副教授、博士、硕士等三百多名，是名副

其实的“教授村”、“人才村”。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纪实文学《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

百年沧桑》记录的正是熊氏家族百年

树人的艰苦历程。 该书以家族为线

索，串联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

重大历史节点，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

呈现了历史的面貌。本书作者熊光炯

就是月池“教授村”人，他对熊氏家族

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采访工

作，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以往的纪实文学大多只是讲述

个人的历史，或者只是记录历史的局

部。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来展现整个

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纪实文学的一个

新的思路。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戴锦华非常赞同， 她认为， 到了今

天，中华民族在经历了

200

年的沉沦、

100

年的挣扎抗争之后， 重生为一个

世界大国的时候， 书写历史好像变得

如此急迫和必要。 熊光炯找到了非常

恰当的路径，就是用家族的历史，用血

脉的繁衍流传， 用生命的生生不息的

代代相承，自然地串联起

20

世纪中国

的历史，乃至更久远的历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看到该书想到两句话，一个是耕读为

本，另一个是诗礼传家。中国人的文

化中，农业社会怎么把自己的文明传

播下来， 把文化历史记忆传播下来，

就是靠教育的力量， 靠人格的养成。

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培养，还

有人格和精神的养成， 所以耕读为

本、诗礼传家的精神，中国人代代相

传，它其实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最

基本的东西。熊氏家族的历史，在追

溯怎样把诗礼传家的传统和现代教

育制度、新的国民教育体制相结合这

一点上，作出了很多贡献。

教育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

的，只有心存高远的人，未来的路才会

走得很远很远。“心远” 一词是意味深

长的， 一百多年， 也许已经相当久远

了， 但是它并没有随着历史云烟飘逝，

而仍然生机勃勃地活在当下。 作者熊

光炯不是为一个家族树碑立传， 而是

为我们的民族立此存照。一个民族只有

把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融化在自己的

血液中， 它的眼睛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

光芒，这个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

中国的素质教育已提倡多年，但

教育积弊难除，入园难、升学难、教育

腐败、 教育公平等都可以追根溯源到

教育理念和本质问题上。那么，教育是

什么？教育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与

教育的本质正在渐行渐远？ 我们不妨

阅读《心远》，回到现代教育的起点，看

看教育的真实面貌应该是什么样的，

该书的出版对于当下的教育危机具有

警示作用。

接纳每一个人

■

陈斌

乍一看书名《听见颜色的女孩》，一睹为

快的好奇感强烈驱使着我。 我是一名小学教

师，也是一名9岁男孩的父亲，儿子聪明乖巧，

我们彼此深爱。

这本书中11岁的智障女孩儿美乐笛有着

惊人的记忆力，她的大脑就像一台摄像机，一直

不停地记录着她的日思夜想、她的耳闻目睹、她

的爱、她的愁和她经历的一切。美乐笛是整个校

园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没人知道这一点，老师、

同学和医生都认为她没有学习能力，于是，美乐

笛只能每天做同样的习题、抄同样的字词，一遍

又一遍。假使美乐笛真能表达，该有多好！可是，

她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写字，绝望已

近乎失控，而就在这一刻，美乐笛发现了一种可

以让自己发出声音的方法……于是，一切都变

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但一切仍在意料之外。

直到美乐笛有了一台可以和外界交流的

电脑，她能和同学、老师进行简单的沟通了，

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的智力竞赛，成绩优异，她

的智力得到充分地表现。可是，即使优秀，但

她还不是正常的人，所以，她在大赛前被同学

抛弃，伤心异常，等待她的是更艰难的路。在

思想上，她觉得她和别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有

烦恼、快乐和愿望，但她同时知道自己和正常

的孩子不一样，她敏感地感知这个世界，同时

极力想融入社会。可是，社会上的人真的能微

笑着接纳她吗？她的迟疑，也正是我们的担心。

作为一名教师，我对书中敬业无私的香农

老师感同身受，他仔细了解每一个同学的情况，

教这些孩子们融入学校生活。多年的教学中，我

也是如此挂心我的每一个学生， 是教师这个职

业的天性， 使得为人师的我们把心力倾注在孩

子上成为一种自觉。还有照顾美乐笛的凯瑟琳，

帮助她寻找能和外界沟通的途径， 不断地安慰

她、 鼓励她。 邻居的阿姨用十足的爱和耐心教

育，把美乐笛当成正常人来教育，给予她足够的

自信。这些人给予了美乐笛难以想象的力量，支

撑着她顽强地走下去。 如果说对美乐笛我们是

同情、敬佩，那么这些帮助、爱护美乐笛的人就

值得我们深思、敬佩和学习了。

作为一名父亲，我很幸运，拥有一个健康

成长的孩子。 但我深深理解美乐笛父母对她

的深爱和不放弃，尤其是美乐笛的母亲，是一

位坚强并执着的伟大母亲。生活中，孩子的性

别是男是女，是俊是丑，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重要，而他们的健康成长才是父母最为揪

心的。 我们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抚育孩子，更

何况，像美乐笛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无论

是美乐笛还是她的父母， 都希望能被社会接

纳，他们和我们有着同样的需求。

书中， 尽管最后美乐笛没能代表全校去

华盛顿，但她还是有幸代表学校参赛，让人们

看到了智障儿也一样能学知识， 并不是家庭

和社会的累赘。 他们的努力， 我们不应该惊

讶，而应如莎朗·德蕾珀女士说的，只需微笑，

说一声：“你好！”只有我们不把他们当成不一

样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地被接纳。

美乐笛对苦难的乐观积极的态度、 对人

生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是每一个孩子的榜样，

也是我们成人社会关于宽容、 理解和接纳的

再一次成长的回顾与关照。每个人都不完美，

这点我们无力改变， 而接纳每一个人是我们

可以努力改变的。

（作者系湖南省桂东县城关完小教师）

《听见颜色的女孩》，

(

美

)

莎朗·德蕾珀

著，卢宁译，接力出版社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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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让人一眼看到就喜欢的书

■

吴岩

很早就有各种不同的人跟我说，他们最喜

欢的科幻作家是程婧波，她的作品很美、很甜，

文字很宁静。等我认识程婧波后，才知道她本人

就是这种很美、很甜、很宁静的女孩。除了写科

幻，程婧波也写奇幻作品，这一次，她给我寄了

一套“大嘴鲸桥梁书”丛书，大大的开本，时尚雅

致的封面，是那种一眼看到就让人喜欢的书。

桥梁书是一种介于文字与图画之间的书，

其作用是给年龄小的孩子实现从图到文的阅读

过渡。在书中，作者把自己对美的追求、对文字

的意象投放、对教育理想的阐发、对人世间种种

风情的感悟都融汇进去。加上布兔和王安妮两位

画家的倾情演绎、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精心点

评，一套精致的儿童读物就被建立了起来。

我认为，“大嘴鲸桥梁书” 丛书非常巧妙地

使作品从多个角度跨越了年龄的障碍， 给读者

提供了至少5个不同的桥梁，它们分别是图———

文之桥、 想象———现实之桥、 主体———客体之

桥、自我———社会之桥和感觉———知觉之桥。

先说图———文之桥。

5本书没有一本不是

以图画为主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低年龄读

者能尽快介入，但随后，文字便在故事的发展

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为了使读者对文字产

生独特的、具有刺激性的感受，编者还将文

字的大小方面作出跳动，于是，一些文字就

被放大和加重出来。 恰恰是应用这种

“图———文———放大文”的方法，整个桥梁

的作用便被完整地体现出来。

再说想象———现实之桥。

作品的每个

段落都具有充分的想象， 虽然所有的故事

开场都显得如异域或仙境般不真实， 但随

着故事的发展， 你能发现真实的人类情感

逐渐从故事中涌出， 你将从这些故事里体

会母爱、 友谊和个性中的善良、 希望与向

往。 从想象进入真实的行进是那么顺理成

章， 而从现实回到想象的道路又显得如此

自然平坦，真让人佩服作者的高超技法。

主体———客体之桥和自我———社会之

桥的建立可能是这套书的作者所达成的最为

形而上的成功。

在每一本书的前面，作者都会

确立一个自己想要塑造的个人品质或推荐的

有价值的人际关系经验。 但这些品质与经验

却不是抽象的，他们被用完整的、形象的、行

动性的故事讲述出来。书中，每个故事都源自

将读者当成一个客体， 但当读完之后你已经

不自觉地把作者的观念融入了主体的内心。

在书中，色彩、观念、故事、文字、版式、导

读、阅读计划和测验被完美地整合起来。

例如，

不同的颜色跟所传达的观念是一一对应的、零

星的行动碎片是等待读者自己拼接的、一而再

再而三的悬念是让读者尝试在破解的过程中

学会推理……等等，而上述感觉信息的拼接和

整合，恰恰是心理学中形成全面知觉图像的基

本方式。 这样为学龄前孩子精心设计的图书，

又怎么能不让人赞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根据故事的转变

而改变了色彩的明度与色度。我特别喜欢《雪人》

的冷色调，觉得没有这个色调就看不到来自木星

的冬天的残酷，也看不到种植和保护春天的努力

的伟大，我认为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倡导行

动的故事。我也喜欢《微笑的粉红色大象》，粉红

色是一个欲望的颜色，但在这里，却恰如其分地代

表了想象，我喜欢作者通过古怪的教师而讴歌出

的教育本身的智慧与荣耀。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的

群体的代表，程婧波、布兔、王安妮用她们的深

邃思想和浓郁感情创作了这套作品，我相信，它

必定会在未来显现出经典的价值。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大嘴鲸桥梁书”丛书（共

5

册），程婧波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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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没有假如”怎么办？

■

本报记者 顾雪林

初识王甲

2012年11月4日下午3点，我冒着北京的

一场秋雨走进了宋庆龄故居的大会议厅，参

加“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渐冻人基金暨王甲渐

冻人关爱基金成立仪式”。说实在的，有生以

来第一次听到“渐冻人”这3个字，我对什么是

“渐冻人”没有一点生活经验和切身体会。

当我坐下拿起《人生没有假如———一个

“渐冻人” 的悟与行》 一书时， 心情还是轻

松的， 但当我一口气匆匆看完时， 心情却倍

感沉重！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20万个在册的

“渐冻人”；第一次知道，一个健康的小伙子、大

学毕业、 在北京找到稳定的设计工作、 7年后

当上了设计室的负责人， 当他刚开始努力改

善自己贫困的家庭生活时， 突然患上了“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这是与艾

滋病、 癌症并称的绝症，一种概率只有十万分

之四的绝症！ 随着病程的发展， 他眼看着自

己的身体机能一步步萎缩， 终于到了整个身

体只有眼珠能动的地步，这个小伙子就是本书

的作者王甲。

当我的思维还在经受着巨大冲击的时候，

王甲出场了，他坐在爸爸推着的轮椅上，全身

一动不动，头歪向一边，也是一动不动。他不能

和大家打招呼，嘴里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珠

能艰难地转动。他爸爸对着话筒，几度哽咽，代

替自己的儿子王甲， 用几乎是泣不成声的话，

断断续续地向在场的来宾们表示感谢。

这样的重度残疾人写了一本20万字的书

被出版了，我确实感到极度震惊！我想，我们

在场来宾和广大读者应当感谢的是“渐冻人”

王甲，是他用极大的毅力，向我们宣誓了生活

的勇气和真谛！

英国著名科学家、一位也是“渐冻人”的斯

蒂芬·威廉·霍金给王甲来信说：“将你的目光

放到残疾不能阻挡的事业之上，并且坚定地将

它做下去，不要因为病痛的束缚而感到颓唐沮

丧。身残而志坚，这正是我送给王甲的忠告。”

著名歌手周杰伦来信鼓励王甲说：

“王甲，我患有僵直性脊椎炎，当发作时在

床上几乎不能动， 我非常能体会这种感

觉。病，我们不能控制，但，毅力和坚持是

我们能控制的！”

王甲和他的书

最初， 王甲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用

眼睛示意指挥志愿者移动鼠标，继续坚持

他的设计工作，接着，他顽强地用眼睛示

意指挥志愿者移动鼠标写文章。文章发表

后，他用自己挣的第一笔稿费，给辛苦操

劳一生的母亲换了一口假牙。

再以后，他的电脑上被志愿者们安装

上特殊的软件， 他用眼睛注视操纵鼠标，

艰难地写下一个一个字，写下了这本20万

字的书！写过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是怎样

一个极其艰巨的写作工程。王甲把这本书

的稿费10万元捐给宋庆龄基金会渐冻人

基金，用于成立“王甲渐冻人关爱基金”。

曾有记者问王甲：“如果让你恢复一

种功能，你希望恢复哪一种？”王甲几乎是

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希望恢复语言的功

能， 我很想对妈妈说一声‘妈妈， 谢谢

你’！”王甲的母亲是一位纺织女工，父亲

是一位筑路司机，因为工作的原因，他父

亲常年不在家，爷爷又去世得较早，他从

小是在妈妈和奶奶的怀抱中长大的。

王甲是一个善良的人，2008年， 当他

刚刚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时，四川汶川

地震发生了。他给灾区人民写信：“我每天

都会看新闻直播，几次眼泪禁不住夺眶而

出， 看见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无助和无

奈，看见生命的崇高和高贵，看见人与人

之间的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看见我们的

祖国富强了，可以从容地面对大自然的无

情。昨天我向灾区捐了200元，虽然这点钱

杯水车薪，希望它真的可以帮助那些苦难

的人们，因为我也和你们一样，正在顽强

地与病魔作斗争。” 书中有王甲当时手写

的这篇文字，这是一段让我们不禁流泪的

文字，看到了一个善良人的心！

从书中认识王甲

今天， 我们认识王甲， 只能通过他的书

了，“人生没有假如” 无疑是王甲在书中的心

声。面对苦难，人们首先要承认苦难的现实，

然后才能去征服苦难。 王甲经过了极其痛苦

的思索后， 坦然接受了从此和常人不同的命

运，接受死亡随时会到来的事实，他的这种态

度是勇敢和智慧的。

正如王甲在书中所表达的， 人生没有假

如，面对已发生的厄运，只有接受它，才能在

命运的新规则下闯出一条新路来。

厄运好像是上天给王甲出的一道测试

题，试图测出王甲的灵魂和品质，王甲的这本

书就是一份优秀的答卷。 王甲在书中写道：

“身体有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放弃了生

活，放弃了再一次站起来的决心。做一个勇敢

的人， 用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去化解命运的遗

憾。”有人问王甲：“你不会抱怨生活吗？”王甲

回答：“我不会，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同如今很多一遇困难就想放弃自己的生

命的年轻人不同，王甲选择了顽强地活着！有

时，选择顽强地活着，比选择放弃生命更伟大

和高尚，也更艰难。因为，他未来要面对无数

困难和曲折。生活的路本来就是不平坦的，而

一个重度残疾人的生活之路简直就是在崎岖

异常的山路上跋涉， 需要攀登跋涉者极大的

毅力和极强的生活勇气！

看着书中王甲健康时满身肌肉的照片，再

对照眼前一动不动地坐在轮椅上的、只能靠眼

神交流的佝偻着身躯的王甲，仅仅用震撼是无

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在我眼里，这个佝偻着

身躯的王甲比那个满身肌肉的王甲更高大、更

魁伟。因为，在这个佝偻着的身躯中，有一个无

比顽强和无比强大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

《人生没有假如——— 一个 “渐冻人” 的

悟与行》， 王甲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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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的兴趣，这也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现代教育

带给我们的印象，却往往是知识的灌输、兴趣的扼杀以及千篇一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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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

百年沧桑》， 熊光炯著， 人民文

学出版社

2012

年

9

月出版

“渐冻人症”是与艾滋病、癌症并称的绝症，一种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的绝症！随着病程的发展，他眼看着自己

的身体机能一步步萎缩，终于到了整个身体只有眼珠能动的地步，这个小伙子就是本书的作者王甲。

荨左图是王甲为玉树地震灾区创作

的海报“希望”。他没有用惊悚和强烈的视

觉冲击来表达灾难的恐怖，而是用暖暖的

温情和唯美的意境来抚慰灾区人民的心

灵，希望他们鼓起勇气，重建家园。

王甲说：“虽然我所做的事很渺小，但

我仍然感到小小的满足，因为小小图片里

包含着大大的梦想，正是这个梦想支撑着

我继续前行、继续好好活着，并用我特殊

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我会继续坚

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