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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7年6月21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十本书

宫振胜 青岛大学哲学
系副主任，思维与创新教育
研究所所长，青岛大学读书
活动指导专家，发起和组织
了校内外联合“经典读写说
行”活动。

《三国演义》
罗贯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理想国》
柏拉图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实用人类学》
伊曼努尔·康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董毓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谈谈方法》
笛卡尔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新工具》
培根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我们如何思维》
约翰·杜威

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

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伦理学》
斯宾诺莎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征 稿
“作业少”的智慧和勇气

作业量过大，一直是基础教育的
一个“顽疾”，多少孩子因作业多而厌
学，多少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因作业
而变紧张，多少本该五彩缤纷的童年
淹没在作业里。

作业在教育到底扮演着什么角
色？作业和成绩又是怎样的关系？
该如何看待学生对作业的态度？作
为教师，怎样才能尽量减少那些重复
低效的作业？这不仅需要勇气，更是一
种智慧。谈谈您的做法，分享您的智慧。

邮箱：10957686@qq.com，字
数1500字以内，截稿日期2017年6
月30日。

人生路上遇见的好书，会成为我们不
离不弃的导师和好友。我的书导师和书
好友有三种类型：《三国演义》《理想国》

《实用人类学》等，有助于洞察人和社会；
《谈谈方法》《新工具》《我们如何思维》《思
考，快与慢》《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等，
有助于认识和评析无形的思维；《沉思录》

《伦理学》等，让心灵保持安详、澄明。

听父亲说三国

上大学之前，除了课本，我只读了一
本书——《三国演义》。那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一是好书稀罕，二是没钱买。

还没上小学时，我就要干一些家务
活，当时最温馨的情景就是晚上在橘黄色
的煤油灯下，全家人围在一起剥花生或玉
米。这是两项乏味又辛苦的劳动，但父亲
会讲书，讲的都是《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父亲讲得并不算生动，语言也不是很丰
富，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具有神奇的魅力。
后来，因为强烈的好奇，经过一番侦探，我
找到了书的藏身处——一个红木匣的底
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独自在家，
我就要偷偷打开木匣看这套书。书里有
一些黑线条描画的人物形象很有趣，字是
繁体的，大多不认识，但有一半的故事情
节能想象出来。

听人说，幼不看三国，原因大概是《三
国演义》中充斥了阴谋诡计、权术心机、尔
虞我诈。但我们一家虽然浸润其中，却都
属于心地良善、心思简朴之辈，从来没有
想到运用三国里的招术去对付他人。

现在回想《三国演义》对自己的影响，
首先是锻炼了自己的想象力，听父亲讲的
时候，脑子里会出现各种画面，这画面比
电视剧要生动得多。可惜，后来有了《三
国演义》电视剧，看了电视画面后就取代
了想象的画面，就像老师上课，给出一套
标准答案，自由探索就没了。我的体会
是，从培养想象力的角度评判，看影视不
如看书，看书不如听书。

我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班里人才济
济，我从初中时的尖子生变成了中等生，
但在立体几何考试时却莫名其妙地得了
第一。我的学习习惯、用功程度没有任何
改变，后来琢磨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幼时
听父亲讲三国想象力得到了提升。

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深有感
触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
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
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现在
教育工作者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何培
养想象力？说几本经典故事书给学生听，
应该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从三国故事中我还悟出了一些人生
道理，如曹操大军赤壁被火烧，败走华容
道，哈哈几次笑，引出几次磨难。引起我
兴趣的不是笑出磨难，而是手下将领们垂
头丧气、狼狈不堪，曹操还能朗声大笑。
在课堂上曾经几次跟学生提到这件事。
其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还有：赵云武艺
高强，但做人低调、谦虚，有操守；关羽大
义凛然，初心不改，但过于自负；周瑜位高
心小命不长；杨修恃才傲物，过于炫耀。
这些人物形象，尽管有虚构的成分，但确
是人生路上的参照和镜子，经常引发自我
反省。

《理想国》里寻正义

到了大学，进入书的海洋，就像饥饿
的非洲儿童跳进了酒池肉林，进入疯狂读
书状态。第一年过年没舍得回家，从图书
馆借了20多本厚厚的文学书，给自己规定
了任务，每天读一本。奇怪的是，在这个

疯狂阅读时期读过的书，现在回想，书名、
作者、内容都忘了。

工作后，喜欢简单直接，已经没有耐
心去读厚厚的文学书。心想，既然读列
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得
到一个哲理——“幸福的家庭大致相同，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读曹雪芹的

《红楼梦》，最后得到一个哲理——“假语
存（贾雨村），真士隐（甄士隐），原应叹息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何不读哲学
书，直接获得哲理？于是，陆陆续续啃了
一些哲学书。

读了《理想国》，才知道本书的重点是
探讨什么是正义，正义者快乐还是非正义
者快乐。

色拉叙马霍斯（《理想国》中的对话人
之一）提出：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
总是处处吃亏。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
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
亏苦恼的人。一般人之所以谴责不正义，
并不是怕做不正义的事，而是怕吃不正义
的亏。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比正义更
有力，更如意，更气派。所以，不正义者又
聪明又好，正义者又笨又不好。

在一个社会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是道德上线，助人为乐是道德中线，正义
则是道德底线，完全失去正义，社会就会
崩盘。色拉叙马霍斯讲得似乎很在理，但
果真如此，社会生活就不值得过。人是社
会动物，需要社会生活，不能对社会绝望，
所以需要智能之士为社会辩护，为正义
辩护。

书中的苏格拉底（很可能是本书的作
者柏拉图借老师的名义表述自己的观点）
就要为正义呐喊。按书中描述，他做了两
件事：一是设计了理想的正义社会实现的
路径，二是论证正义者快乐。

他的设计和论证都不甚成功，黑格尔
点评：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即《理想
国》）里提出了一个国家制度的理想，这理
想已经是有口皆碑被理解为一个幻想。
这种国家观念在思想中本身是真的，而且
这个理想国也是可以实行的，不过唯一的
条件仅在于要有卓越的人，也许要像月亮
里那样的人；但是一说到地球上的人，那
么他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了。柏拉图在
晚年也认识到了这点，但这本书还是具有
极大的价值，一是为人类的公共生活提出
了一些庄严的问题，二是点燃了无数后人
的理想，三是教给后人怎样理性平和地辩
论政治问题。

《实用人类学》与德福

又过了两千余年，康德仍在苦苦思
考正义与快乐的问题。他认为，在理想
的社会，德福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
中，有德的人没有福，有福的人没有德。
由于人的低劣性，通过漫长的、曲折的不
和睦过程才能实现德福一致。康德的书
大部分较抽象，晦涩难读，但有一本书例
外，既通俗易懂又综合地反映了他的思
想，这就是《实用人类学》。康德认为，哲
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
本书分析了人的三种不同的狂妄：理性
的 狂 妄、鉴 赏 的 狂 妄 和 实 践 利 益 的 狂
妄。这个一辈子没有结婚的人谈起婚姻
来也头头是道，令人梦醒：“一个求婚者
只有当他能够对情人脸上的赘疣或齿豁
视而不见时，才能缔结一桩美满婚姻。
但我们的注意力有个特别坏的习惯，甚
至是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于别人的一切
缺点。”既然人性低劣如此，如何实现德
福一致？康德开出的药方是树林般的集
体生活和人类的漫长痛苦阅历。我想到
的一个捷径是雅福。人人都追求幸福，

如果过于追求物质的俗福，会导致环境
的破坏和人际冲突，由此产生一系列的
恶，距德福一致会越来越远。如果把俗
福看淡，温饱之后重心转向追求精神的
雅福，就会很容易实现德福一致，因为雅
福与德是不可分离的。美国的戴维·霍
金斯博士研究发现，许多人生病是因为
喜欢嗔恨、发怒，动不动指责、怨恨、嫉
妒、苛求他人，凡事自私自利，只考虑自
己，很少考虑他人感受，而慈悲心、爱心
和宽容则会导致心境的祥和与疾病的减
少。霍金斯博士说他做过百万个案例，
在 全 球 调 查 过 不 同 人 种 ，答 案 都 是 一
致的。

认识到雅福可以轻易实现康德的德
福一致的理想后，我的个人生活和教育工
作都发生了一个转向，不再想当然地认为
做道德高尚的人必然伴随个人和家人的
巨大苦难，做一点有益于他人的事不再是
一种被迫、一种表演，而是因为喜欢。在
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中，我的核心概念就是

“雅福”。

进入批判思维世界

近年来，仔细阅读了《谈谈方法》《新
工具》《我们如何思维》《思考，快与慢》《批
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等对思维进行思维
的书。研磨这类书，有助于提高理性思维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善于运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对于创造
性的工作或需要自主决断的工作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上世纪30年代，美国某大学
曾做过“双胞胎实验”。他们与福利院合
作，将福利院的双胞胎分别送给差异较大
的家庭收养。结果表明，虽然一些同卵双
胞胎的样貌、喜好甚至某些经历都一样，
但因阅历不同，眼界不同，主要是思维不
同，导致双胞胎人生截然不同。中科院院
士杨叔子先生说过：“批判性思维（对思维
之审视）教育是培养领军人才的必要手
段，是理性和创造性的核心能力，没有批
判性思维教育就没有真正的素质教育。
要使知识能够变成力量，关键在于思维。
思维是文化的关键。只有思维才可能激
活知识，只有思维才可能发展知识，只有
思维才可能创造知识，只有思维才可能使
知识超越自己。”

思维如此重要，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教
育的核心。在课堂上，我给学生讲过《谈
谈方法》中的理性法庭，《新工具》中的三
表法、四假相，《我们如何思维》中的思维
教育理念，《思考，快与慢》中的众多奇妙
思维实验，《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中的
实质逻辑、工作逻辑。在长期的教育工作
中，发现不少学生偏好确定的、唯一结
论。不重视过程，把教师们对同一事物的
不同看法视为混乱，把漫长的探究过程视
为浪费时间，得不到明确的唯一结论就觉
得不知所措，没有收获，一到期末就开始
背诵那些唯一的结论以应付考试。在教
育中，确实需要让学生掌握大量有确定答
案的东西，如文字的读音、写法，乘法口诀
等，但也需要探究还没有答案的东西，要
了解、分析、评估一些有多种回答的东西，
要搞清楚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可靠性如
何，这就需要掌握思维的艺术。创新、互
联的时代，对智慧的追寻能力重于对现成
结论的记忆，所以思维教育应该成为教育
的核心。

让心灵安详、澄明和美好

50 岁之后，人生进入后半场，皇帝哲
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哲学圣人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值得一读。这两本

书是我常常用来慰藉心灵的书。
有人说，在社会的战场上打拼久了，

累了，迷茫了，静下来读一读《沉思录》，很
适合洗一下疲惫而沾满灰尘的灵魂，它让
人甜美、高贵、沉静。

“大理石只是硬化的土，金银也不过
是某种沉积物，精美的织物只是织在一起
的毛发，紫袍的颜色只是某种小鱼血染成
的，它们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与《庄
子·内篇》的《齐物论》多么相似！

“那些企图伤害别人的人，他们的忌
妒、仇恨、愤怒和歹毒，首先伤害了自己的
心灵，使之失去了安详、澄明和美好。”这
与前面提及的美国霍金斯博士的研究成
果一致。

“使你心情烦乱的并非事物，而是你
对事物的看法。人对自然世界的分别之
心 和 非 分 之 想 ，正 是 痛 苦 和 不 幸 的 根
源。”人生后半场需要面对许多无奈的烦
恼 ，如 何 化 解 ？ 去 掉 分 别 之 心 和 非 分
之想。

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效用在于“教导
我们如何应付命运中的事情，或者不在我
们力量以内的事情……直到使我们能够
对命运中的幸与不幸皆持同样的心情去
平静地对待和忍受”。面对不可改变的事
物，我们可以改变看法，改变心情，这样的
人生少了开疆拓土的豪迈，但多了不役于
物的洒脱，未尝不是真丈夫。

“一个事物不是因为好我们才追求，
而是因为我们追求它才好。”“痛苦和不幸
的主要来源是对对象过分的爱，而这种对
象容易发生许多变化，而且我们绝不能完
全占有它们。”商业的逻辑是赋予或增加
外物的价值，引诱人们去追逐，这是社会
运转的驱动器。看淡外物的逻辑与商业
逻辑是冲突的，人生的大智慧之一就是能
够坦然接受多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并在各
种相互冲突的逻辑之间转换自如。

不管多大年纪，教师都特别需要安
详、澄明和美好，并把安详、澄明和美好传
递给学生。有一位学生课间找到我说，她
的姨妈离婚又失业，不想活了，谁劝也不
管用，学生把我上课时讲的《沉思录》中的
片段说给姨妈听，姨妈听后说：心里好受
些了，向你老师问好，感谢他。

卡夫卡认为，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
镐，劈开我们灵魂中冰封的海洋。好书，
会搅动我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窥视精神
世界的神秘和美好；会形塑我们的精神长
相，给人生增加支点和意义；会在我们感
到无奈、无力、无意义时，悄悄伸出无形的
援手。

我的书导师和书好友 □宫振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