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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学
记

何兆武先生生于1921年，是著名的翻译家，译有帕斯卡尔《思
想录》、罗素《西方哲学史》等。

《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一部口述史。所涉时段，从先生出
生到1950年；主要内容是先生的“上学”经历（先生另有一本涉时
始于建国的《上班记》，暂未发表）。这里所选的一段，记述先生在
中央大学附中时的读书生活，原有小标题“西方教科书”；关于《格
列佛游记》之说，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独特眼光。

何兆武先生，阅人多，阅世深，以渊博知于学界。《上学记》是绚
烂之极归于平淡之作，有浓茶烈酒的丰厚，也有和风
甘泉的清朗，是难得的传记文学。

该书有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两个版本，购置不
难；整本地读读，挺好。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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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光阴流逝
使我心安
□ 陈海波

且行且思

老师，如同母亲一样，是伟大的、慈祥的、慷慨的。她为了让我们快乐成长，作出了许多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惠州附属学校 张语彤 指导教师：郭志强

和现在一样，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
也讲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
一门功课最能拿分数、是最要紧的，其
余的课都不重要，像历史、地理，临时背
背就行，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什
么了不起的高分，至于更次要的课程，
比如歌唱得好不好，那就更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三门主课，国文、英文、数
学，其中最吃紧的两门课就是数学和英
语。数学是死的，出五个题目，全答对
是满分，答对四个就是80分，英文也是，
比如这句话应该怎么讲，你懂就是懂，
不懂就是不懂，那是很过硬的。而且这
也是后来上大学时最要紧的两门课，学
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学
文科的，除了中文专业，外语过不了关
也看不了教科书。

我们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本，中

学也是，虽然有的是有翻译的，但实际上
那些术语，像什么速度、加速度，数学里
的无限大、无限小之类，都用英文。因为
经常用，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词，倒也不费
劲。比如中大附中教我们化学的那位老
师，他教得很好，所有的术语都用英文，
说是为了将来上大学看书方便。的确是
这样，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化学书可以研
究，而且后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许多课
程，像姜立夫先生讲微积分，周培源先生
讲力学，都是直接用英文讲。再比如数
学，初中学几何的时候，课本是由三个作
者合作的，因为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都是S，所以叫“三S几何”。高二的时候
学大代数，用的是 Fine 的本子，叫“范氏
大代数”，那也是美国的教科书，写得非
常深，尤其是后面的部分，几乎是高等数
学，而且编排得不好，系统性很差，忽然

讲这个，忽然讲那个，不是很连贯。除此
之外还有一本代数书，是 Hall 和 Knight
两个人合编的，更是零零碎碎的，所以不
是必修。可是这本书有个优点，它介绍
了很多非常巧妙的方法，我零星地读过
一些，没有全看。后来有个叫上野清的
日本人把这两本书综合起来，写了一本
很完整的教科书，叫作《大代数学讲义》，
汇集了前两本书的优点，而且编得很系
统，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学里边非常
流行，凡是数学拔尖的同学都读，叫作

“开小灶”，不过我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
在准备跳级统考，课业太重了。

上高中以后，大家就开始看点英文
的课外读物了。起初看些简单的，比如
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故
事集》），当初译成《莎氏乐府本事》，作
者 是 19 世 纪 初 年 英 国 文 学 家 Charles
Lamb，他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编成故事，
等于是剧情的说明，写给一般读者看。
不过我现在回想，学那个英文并不很合
适，只不过因为在北京看过电影《铸情》

（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就认定了
要读莎士比亚。再如德国19世纪Storm
的《茵梦湖》（Immensee），一个小薄本
子，很流行的，大家都看这本。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开浪漫主义先
河的作品。本来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
讲，故事并不值得赞美，最后主人公还
自杀了，不足为训，可是浪漫主义有其
浪漫主义的价值，让我们接触了一点新
思路：哦，原来浪漫主义是这样的。我
觉得最好的一本书，而且直到今天我仍
然觉得非常好，经常向年轻人推荐，就
是 Gullivre's Travels（《格列佛游记》），作

者 是 18 世 纪 初 的 英 国 作 家 Jonathan
Swift，可是有人往往不欣赏，觉得那是
给小孩子看的。这本书是我读高二时
英语老师推荐的，我现在还记得这位先
生的名字，叫程君涵，鲁迅曾回过他一
封信，收在鲁迅全集里。以前我看过这
本书的中译本，叫《大人国，小人国》，程
先生说：“唔，你可不能小看这本书。别
看它是一本童话，它的文字非常之好，
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所以我又把
这本书的英文本找来读，发现这本书的
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
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后来我在
杂志上看到，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
英国记者，驻柏林的，他在德国时间长
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
列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
文。的确是这样，用这本书来做英文范
本非常之好，不但学英文，就是学中文
也应该这样。有的人过了一辈子，可是
文字好像总不太通顺，我想还是应该从
写得清楚明白入手。等到年纪再大一
点，我又知道，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童
话，更是犀利的讽刺。比如里边讲大人
国的皇后是大人国的第一美人，可是格
列佛一看见就觉得可怕极了，她的一根
毫毛就像一棵大树一样，非常可怕，可是
小人国里的人却都精致美丽。其实这是
个讽刺，越是大人物越丑，越是小人物越
美，可惜我读的时候太小，不大了解这
些，只是看热闹，除了表面上清明如水的
文字，还不能体会其中深层的寓意。

（选自何兆武口述《上学记》，文靖撰
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 8
月第1版）

乡村教师读书记
□ 郝晓东

生命中不能没有你
□陈 群

关键人物

我是一名教过初中、高中，现在又
指导大学生开展小学教育教学的大学
教师。

实习支教大学生所在的山西省原
平市大牛店镇共有 19 所学校（含教学
点），110 多名教师，800 多名中小学
生。大牛店镇联合校校长郝月柱向我
咨询：“小学师资队伍年龄老化，数量不
足，教育理念、能力均有待提高，相当一
部分教师存在职业倦怠感，有什么好的
解决办法？”

其实，现在针对提高乡村教师专
业 发 展 的 措 施 并 不 少 ，比 如 国 培 项
目、送教下乡、外出观摩、网上研修
等，这些措施从不同方面对乡村教师
的专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存在
一些共性的不足。比如，参与培训的
教师名额有限；培训要么偏重方法技
巧，要么偏重抽象理论；学习时间短，
学习内容多以培训者为中心，而不是
以学员实际为中心等。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发展教师专业
能力，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完善
教师认知结构，因为许多教育中的困惑
来源于教师认知结构的不完善；建立教
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转变学习方式，只

有教师学会学习，才能摆脱依赖被动
“输血”，实现不断自我“造血”；增进职
业信仰，如果一个教师不喜欢教书，提
供再好的方法技巧也无济于事，当教师
真正喜欢上这个职业，就愿意在专业发
展上投入时间和精力。

在这样的思考下，我提出组建教师
读书会的建议。我认为，教师读书会就
是通过共读、共写实现读书会成员的共
同生活：即有共同的愿景、使命、价值
观，有共同的榜样，共同的语言密码，共
同的成长故事，从而让教师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通过这种共读共写
共同生活，促进学习型学校、书香校园
的构建。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对读书会的阅
读书籍进行了认真规划。我提供的阅
读书目并不是好书的简单集合，而是一
个生命体——有性格、气质、兴趣偏
向。这些书彼此联系，彼此丰富补充，
共同构成了一个带有哲学、心理学、教
育学背景的完整知识谱系。

纸上规划、理论假设总是容易，要
想让其落地生根，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
不断坚持、磨合、修正。

记得读书会第一次启动时，校长邀

请了许多领导出席。会后，我向校长建
议，今后的活动可以省略寒暄和客套，
让参与者有更多机会平等地对话。读
书会的文化氛围应该是宁静、润泽、自
由，而不是庄重、等级、权威。

一次读书会活动中，一个教师说：
“我希望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技
巧，但读书会主要学习理论，感到抽象
难懂，不解决实际问题。”

我问他：“你现在工作中最大的困
惑是什么？”

他说：“班级有个问题学生，脑袋很
聪明，但不学习，怎么办？”

我继续问：“是问题学生，还是学生
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那么这是一个认知问题、道德问题、
智力问题，还是习惯问题、思维问题、情
感问题？进一步说，这些问题是如何形
成的？”要想辨别清楚“困惑”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教师需要学习相关理论，比
如阿德勒谈儿童人格的形成，皮亚杰谈
儿童认知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谈智力
和思维等。理论对现实的观照，不在于
提供具体的技巧，而在于让我们重新理
解现实问题。

日常共读中类似这样的分析很
多，大家正是在这样不断的对话中，逐
渐认识到经典书籍的作用。但读书会
永远是一段未知的旅程，在这个旅程
中，既有惊喜，也有大量的困惑涌现。
但不管怎样，关键是我们上路了，只要
行动，就有收获，只要上路，就能遇到
庆典。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

“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
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
逝使我心安。”我特别认同博尔赫斯的
这句话。

下课归来，洗去手上的粉笔灰尘，
打开电脑，静静地回望过去的一年，我
乐此不疲地以一个朝圣者的姿态，仰望
语文，仰望孩子，用如下的理念叠起一
串厚厚的日子。

写成一手好字。我一直羡慕书写
漂亮的人，一手漂亮的字，怎么看怎么
喜欢，一笔一划都透着书写者深厚的张
力和丰富的内涵。所以，我把培养学生
写一手好字纳入语文教学中。坚持每
天在固定的时间用书法练习纸练字；坚
持每周上交个人书法作品，并将优秀的
书法作品张贴上墙，持之以恒，常抓不
懈。渐渐地，学生的书写越发规范和美
观。同时，学生们在习字过程中渐渐养
成了安静、沉稳的性格，只要踏踏实实，
就能方方正正，练字还能修炼好性格、
好心气。

写作一篇好文章。“盖文章，乃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语文就是要培养
学生能随时随地写一篇好文章的习
惯。除课堂大作文，我要求学生写周
记，帮助学生积累素材，培养学生观察、
思考生活的习惯。一学期下来，每个学
生至少写了20篇周记，再加上每周一篇
课堂大作文，平均每个学生写作 3 万字
左右。这样，3 年累计近 20 万字的书写
量，对于学生来讲，写好一篇文章俨然
不是一件难事。

练就一副好口才。为了锻炼学生
的口才，每节语文课我会拿出10分钟请
学生到台前演讲。上课开始后，我随即
在黑板上写下即兴演讲题目，学生们根
据题目进行演讲准备，以抽签形式决定
当天的演讲者。开始时，有的讲不到两
分钟，有的断断续续讲不清楚，但经过
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培养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从一
名会计专业的非师范生走到今天，我深
知阅读带给我的好处。为了省出时间
阅读，我整合教材，精讲、缩略，砍去大
部分习题。每周开设固定的阅读课，集
体阅读整本书，以读书笔记为纽带，每
两周开展一次读书交流会。2016 年整
个学年，我与学生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
了阅读上。也许有一天读过的书、写过
的笔记忘记了，但阅读的影响就像吃过
的饭喝过的水，已经化为血液，融入骨
髓了。

记得梁文道曾说：“人生怎样过才
有意义？当你回首往事时，将发生过的
一切用某个‘主题’串起来，这个‘主题’
就是你的意义。”

我想，对于学生，这些就是我所做
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吧。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新沂市钟吾中学）

在批改学生命题作文《生命中不能
没有你》时，我惊喜地发现班里有两名
男生选择了我作为写作对象。这是两
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孩子，看着他们用心
用力用情书写的文章，欣喜之后我开始
冷静下来深思：我究竟是谁生命中不能
没有的人？谁究竟是我生命中不能没
有的人？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希望自己是学
生生命中不能没有的那个人。因为他们
现在生命的主角是父母，将来会是爱人
和孩子。我在他们生命中只是如昙花般
出现，最长时间是3年，然后便彼此分开，
甚至有许多人与我将不再相见。

就像我与我的恩师王天胜先生。
那个倔强固执的老头，那个耿直苦

命的人，当他点燃了我对语文、朗读的兴
趣后，我却离开他去读高中。尽管常常
想起他朗读时不是很标准的语调，想起
他不是很美观却又无比投入的手势，我
却一次也没有回去拜望过他。当20年后
的同学聚会令我下定决心去看他时，他
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间。

他是我的恩师，我至今难以忘怀他
的课堂，我却不是他生命中不能没有的
人，他也不是我生命中不能没有的人。
但他对教育的执着，对工作的认真，对学
生的坦诚，对语文的痴迷，已经成为我生
命中的一部分。

谁是我生命中不能没有的人。父母
吗？赐予我生命的两位老人，已满头白
发。小时候，我被他们高高擎到天上，所
有的一切都以我为中心旋转。如今，他
们老了，依然守在家里，眼里心里满满的
是我与我的女儿。每当回到家中，可口
的饭菜已盛放在桌上，他们静静坐在桌
旁慈爱地看着我们。我想，我们才是彼
此的需要，彼此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人，没
有了彼此，生命便不再完整。

爱人和女儿是我生命中不能没有的
人。20多年的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爱情
的光彩就像崭新的衣服，在岁月的洗濯
下渐渐淡去，留下本来的颜色，没有虚情
假意，没有甜言蜜语，只有实实在在的柴
米油盐酱醋茶。

女儿是什么？我在女儿出生的第一
本日记扉页上写着：妈妈也许是你生命
的一部分，而你永远是妈妈生命的全
部。有了女儿我才彻底明白自己究竟要
怎样活，不为出人头地，不为大富大贵，
不为别人的称道与赞许，只为活出女儿
看得起的样子。

其实，岁月是一个筛子，将太多的人
一一过滤。年轻时我们以为不能失去的
人早已不知在什么时间慢慢淡出，有的
如那盏路灯依稀亮在记忆的路口，有的
却如一叶扁舟早已驶出心灵的港口。那
少之又少永远留下的人，是我们的全部，
要像珍爱生命般珍爱，要像保护生命般
保护。

2017 年，我将用更多的时间陪伴我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昌黎县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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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