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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给博士生上课，开课时我说了
一句“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一位博士生
立即回应：“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应当
是没有老师就没有学生。”我回答说:“你说
得对，我说得也对。这就是师生关系的辩
证法。”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这是一个
平凡的真理，是自觉教育者应有的教育信
念,是教育自觉的重要表现。多年来，我坚
持这一信念，并继续思考、丰富其中的意
蕴，使得我越发坚信。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努力学习，
提高生命自觉，让师生享受幸福的教育人
生。”随着岁月积累，我坚持的这一教育信
念，其内涵也日益丰富。

哲学家马丁·布伯说：“我们栖居在万
有相互玉成的浩淼人生中。我的学生铸造
我，我的业绩抟塑我。”师与生就是这样相
辅相成、相互玉成的。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当然没有老师
也就没有学生。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做学
生，然后才可能成为老师。成为老师后，随
着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学生成长，老师必
须继续学习，也就是继续当“学生”。唯有
如此，才能适应教育的需要。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多年来我思考
着、体验着里面的多种意蕴。例如：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我们无论是在
大学还是在中小学任教，学生是我们的衣
食父母。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在日常的教育
教学活动中，学生给予老师快乐和幸福。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教师专业化成
长的途径之一就是向学生学习。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老师业余生活
与学生共同活动，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老师与家人、朋
友一起开展活动，学生的参与、陪伴又是一
种享受……

古代教育家早就具备这种辩证的思
想，如《学记》中说过“教学相长也……学
学半”。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
贤于弟子”等。自觉教育者能充分理解教
育本质与规律，理解教育过程的哲学原
理，懂得教育过程中师生对立统一关系；
理解“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是其教育自
觉的表现。

准确理解老师与学生关系，需要防止、
克服理解上的混乱。“学生与教师”是对立
统一关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体
与客体”“主导与受导”关系等，在一定条件
下，矛盾双方可相互转化。矛盾即对立统
一，每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有着必然的相
互对应关系。因此，师与生矛盾的两个方

面从不同的维度看，对应关系的内涵应有
不同：如从教育维度看，有施教与受教关
系、教与学的关系；从伦理关系维度看，有
尊师与爱生关系，有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关
系；从年龄维度看，师生间有长、幼关系。
我们不能把师生关系中不同维度构成的矛
盾的两个方面拆开，如果这样，它们是无法
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

“以学生为主体”，即教育活动或教学
活动中，学生是学习主体、认识主体；与学
生主体对应的客体不是“教师主导”，而应

是认识的对象、学习的内容等。“以教师为
主导”，不是对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活动的
主导，而是对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引导。
简言之，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应该起引
导、指导作用，而不是起“主导”作用；学生
成长主要靠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教师应
该给予指导、引导，而不应该起“主导”作
用，即不可能代替学生的认识活动。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我们做老师
的，不仅应做自觉教育者，还应做自觉学习
者。教师的教育自觉应表现为学习自觉，

做一名自觉学习者；自觉学习者具有学习
的自觉意识，理解学习机理，具有学习欲
望，遵循学习原理进行学习。

在教师专业成长途径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向学生学习”。国外学者曾经提出

“儿童是成人之师”，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提出“向孩子学习”。这表明，长辈向晚
辈学习是符合人类持续进化的、必要的、自
然的事，老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如此。

在现实教育中，我们已经有许多教师
树立了向学生学习的好典范。江苏省南京
市芳草园小学教师郭文红，在她的《发现班
主任智慧》一书的自序中说了自己的体会：

“学生也是教育者……当我们在教育学生
的时候，学生也随时在教育我们。”郭文红
平时注意向学生学习，她与学生是亲密朋
友，学生给她带来了许多快乐。

浙江温岭二中教师莫素君，30多年的
班主任工作实践使他深深感受到：“班主任
需要向学生学习……”时代发展让他更深
刻认识到“向学生学习，是因为生活在信息
时代的学生已经有能力影响我们成人的世
界，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非常强，
思维独立，有批判精神，有较强的平等意
识，有自我保护意识，具有积极的休闲态
度”。莫素君还从“文化反哺”的理论说明，
为什么要向学生学习。

魏书生在做班主任时自知爱发脾气的
缺点，于是在班上公开请学生帮助他控制情
绪，除请大家帮助外，还请一位学生具体负
责。要这位学生“发现老师的脸色多云转阴
时，便及时提醒、劝告”。他还向大家表示决
心：“只要这位同学一提出警告，老师一定听
从，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总之，“向学生学习”是教师从思想、专
业等不断提高自己的一条重要途径，是自
觉教育者——自觉学习者的重要教育
信念。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志不强者智不达，如果你的志向达
不到，你多聪明都不会成事，必须有一个
很强的志，要立志报效祖国，你的聪明才
智才能发挥作用。”5月 12日，84岁的中科
院院士汪成为在“院士回母校”北京师范
大学报告会上，“金句”频出，赢得台下的
阵阵掌声。

与别人印象中颤颤巍巍的八旬老翁完
全不同，这位老科学家依然保持着对科学
的高度敏感，当大家喜欢动不动就用“人工
智能时代”“大数据”“云计算”这些热词时，
这位国家“863”智能计算机组的首任组长、
首席专家却冷静地把关注点放在人的身
上：“不要把人工智能说得太玄妙，面对未
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要弄清楚人的
思维……”

念念不忘“好老师”梦想

“其实，我最初的愿望是想当一名老
师。”汪成为说。

恰巧的是，汪成为就读的中学也是北
师大附中。

“当时正要上高二，我打听到北师大附
中是很好的高中，后来就填报了志愿。没
想到成绩出来后，一向有点自以为是的我
第一次受到重创，我竟然是当年最后一名
招进来的。”

从湖南转学到北京，尽管许多学科内
容没有学过，基础较差，学习起来很费劲，
但幸运的是，汪成为遇到两位特别好的老
师——数学特级教师韩满庐和物理特级教
师毛鹤玲，让他至今念念不忘：“他们以极
大限度的耐心，启发式地教我学习一些内
容，经常还会开点‘小灶’。”

而此后从北师大附中考入北京师范大
学，汪成为更是感受到教师这个职业的魅
力，他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读了

《塔上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等小说，更加坚定了自己做教师
的决心，并且要做一名不让学生死读书的
新教师。

在“教师梦”的激励下，汪成为还学习
了俄语，想去苏联继续深造，攻读理论物理
的研究生。

但汪成为没有想到的是，即将去苏联的
时候，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把专业改为“导
弹控制专业”，去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组
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继续开展研究。

听到要去五院工作，要去跟钱学森先

生共事，汪成为惊喜得不得了，第二天就参
军去五院报到了。

“我的一切都是祖国安排的。”汪成为
笑着说，但因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他并没
有放弃这个教师梦，后来到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学校做了兼职
教授。

志不强者智不达

刚进五院，汪成为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当时苏联送给中国一台仪器要做稳定

性测试，单位要求派一个数学、俄语都很好
的人先学资料，汪成为是自然首选。他在
学习中才发现，资料里边除了自己擅长的
物理专业知识，还有许多是涉及计算机知
识的，情急之下，汪成为开始接触计算机。
正是从那时开始，汪成为与钱学森等老一
代科学家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

当时年轻气盛的汪成为想着自己已经
是“有学问的人”，并且在信息领域占据了
一席之地，自认为在计算机、软件方面还是
有优势的。有一天，钱学森让汪成为写“未
来计算机发展的战略规划”，汪成为自认为
比较轻松，没想到，交上去的报告第二天就
被钱学森给打了回来，并附了一首诗：“爱
好由来落笔难，诗改千遍心方安。阿婆还
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汪成为一看
脸就红了。这样，汪成为把报告拿回来后
又修改了两年多，才算过关。

“有些事情，你以为是自己掌握了，其
实没有。所以，志向要远大，而不能目光短
浅。”当年钱学森对汪成为的教诲，让如今
已成为院士的汪成为记忆犹新，并总会在
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对学子们讲。

不仅如此，汪成为还从钱学森那里得
到了“不迷信权威”的“真经”。1993 年 4
月，汪成为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
讨论会。汪成为将自己开发的课题作汇
报时，还为“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先生作
了演示，并建立了模型，自己感觉不错，没
料到当天下午，汪成为便收到了钱学森发
来的批评信：“你陷入到了诺贝尔奖获得
者的理论模型中，不能一味地迷恋权威。
另外，搞点小玩意的研究不是科学解决问
题的方法和态度，你首先应该是科学家，
要用帅才来衡量自己。”

“权威是迷信不得的，面对不合理的问
题，年轻人要敢于创新发展。”汪成为说，而
在他看来，创新往往要注意扬长避短，年轻

人知道一件事哪些地方是短的，哪些地方
是长的，才有可能创新。

“永远不要因为我年轻了就不敢当老
大，找着什么地方有不合理的就要去改变、
改造它。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精准扶贫，有
一些项目需要改进，年轻人就应该琢磨怎
样报效祖国，怎样去改变。”汪成为甚至开
起了“男神”的玩笑：“我不同意大家用‘男
神’来称呼我，因为当了神就没出息了，没
有什么进步余地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应该
不断进步，不断创新。”

在有限条件下寻求最佳解

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面对困难怎么办？汪成为给出的答案

是，在有限条件下寻求最佳解，让发展有限
变无限。

“如果我们对哪一个限制条件都不敢
碰，经费不敢碰、人际关系不敢碰、组织条
件不敢碰，即使求出解来，这个解一定是保

守的，因此一定要敢于碰这个限制条件，把
事情推向前进，这就是掌控能力。”汪成为
对学子们说，面对客观存在的限制条件，年
轻人不能埋怨，不能发牢骚，因为“发牢骚
的人是没出息的”，重要的是在客观条件下
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在这方面，汪成为很敬仰的一个科学
家就是高士奇。在美国留学期间因做实验
受到感染，高士齐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脑
病。但他一辈子做科普工作，让汪成为敬
佩不已：“那时候自己决定一辈子想当人民
教师，要向高士齐那样把复杂的事讲得很
简单，要用科普教育的办法感染学生。”并
且，令汪成为更感动的是，有一次有幸到高
士奇家拜访，当时尽管高士奇已经坐在轮
椅上，但所讲的一段话令人震撼：士奇的

“仕”以前有个人字边，“奇”有个金字旁，后
来参加革命后遇到了艾思奇，所以将“仕
锜”改为了“士奇”，立志“去掉人边不做官，
去掉金边不要钱”。这些事迹深深地感动
了汪成为。

也正是因为如此，汪成为不是大家想
象当中的呆板严肃的“高冷”专家，而是文
理兼通、风趣幽默的科学家。

“我们绝不死啃书本，而是要在工作和
生活中做到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汪成为
说，自己虽然是学物理出身，但在实践中有
许多促进全面发展的特长。合唱团男高音
领唱、北师大校运会表演队队长、出了名的
小说迷，当这些称号都集中到汪成为头上
时，大家越发觉得这位院士的无穷魅力。

而汪成为却说：“我做学生时是以玩为
主，文的武的都爱玩，现在也一直喜欢。我
觉得对自己帮助很大，因为有的东西是相
通的，如科学和艺术。只有全面了解，才能
更好地知晓我们国家的文化，才能透过事
物表面达到融会贯通。”

正因如此，汪成为在教学、研究中总能
冒出“新点子”。

一次国际上召开未来信息技术发展大
会，汪成为应邀参加会议并作报告。在场的
专家们都在畅谈信息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
能如何改变人们生活时，汪成为的一番话顿
时让参会者安静下来：“其实，信息这个词在
唐朝就有了。”当大家还迷惑不解时，汪成为
引用了一首唐诗：“山连翠玉屏，草接烟化
席，望尽南飞燕，佳人断信息。”他说，“信”是

“一人一言”，“息”是“自心有之”，简单地说，
人言经心自悟之就是“信息”，这样一说，比
英文“information”的表达要直观、丰富得
多。听完这番解释，大腕云集的会场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汪成为用一首唐诗引出了
重要概念，比单纯地讲“信息技术是从物理
层、传输层发展到认知层、决策层”要通俗易
懂得多。

“他们觉得我的想法有创意，新颖独
特，其实这恰恰得益于我对古代文化的理
解，我很骄傲我是中国5000多年文化培养
出来的人。”汪成为笑着解释道。

相通方乃相容。汪成为在工作中常常
对团队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个
人而言，发展得越全面越好；对于团队而
言，团队的力量永远比个人力量大，我从做
学生时就受益了，现在仍然受益。”汪成为
告诉学子们，“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在汪成为的脑海里，北师大陈垣
老校长叮嘱过的一句话令他永生难忘，那
就是“课堂教学要走出去”。

带着这句话，汪成为走出了北师大，成
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拓荒者，尽管已至耄
耋之年，却依然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

◉我的教育人生

汪成为：心系民族发展的院士老师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康 丽

汪成为 1933 年出生，195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国家高技术
“863”计划信息领域首席科学家、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组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
士，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001年授正军职，2012年被中国计算机协会授予
终身成就奖。

◉专家睿见
“没有学生就没有教师”是师

生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方面，是
自觉教育者的教育信念。这一教
育信念越坚定，教师越能自觉地
向学生学习并持续发展。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
□□班 华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我们无论是在大

学还是在中小学任教，学生是我们的衣食

父母。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在日常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学生给予老师快乐和幸福。

•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教师专业化成长

的途径之一就是向学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