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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参评对象：全国中小学校和中小学校校长
★奖项设置：2012年度全国十佳现代学校 2012年度全国十佳现代校长
★评选标准：1.具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具有完整的学校管理思路和鲜明的办学特色；

2.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学校教师有自主发展机制，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文化发展内容丰富，在实施素质教育、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方面成绩显著；

4.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努力成为教育专家，在全国有影响力和辐射力；
5.注重学校干部教师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作风严谨、敬业爱岗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参选材料：十佳现代学校要求有翔实的介绍，十佳现代校长要求有详细的事迹介绍。
★申报时间：本活动自发布之日起，即接受申报材料。2013年 1月底结束。
★评选组织：采取自下而上层层推荐、群众投票评选、网络投票与专家评选相结合。候选学校简介和候选

校长先进事迹将在《中国教师报·教育家周刊》统一集中刊登，活动组委会根据读者投票、网络
投票，结合专家评审，进行终评。

2012年度
全国十佳现代学校暨十佳现代校长评选启动

本次评选立足于现代学校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评价制度等，为各地区交流现代学校管理与评价，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的最新理论、政策和实践成果提供平台，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学校，真正实现“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
的教育”的理想。

依法办学 自主管理
文化治校 特色立校
仰望星空 担当责任
鼎力革新 脚踏实地

·咨询电话：010-82296740 13810009700 联系人：冯永亮 ·专用邮箱：fengyongliang611@sina.com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康 丽

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访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刘炯朗

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79 岁高龄的台湾“清华
大学”原校长刘炯朗退休之后，一直致力于打通科学与人文的
联系，涉猎写作、翻译、广播等领域，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推崇。
近日，刘炯朗抵京进行新书宣传，并到北京四中等学校进行演
讲。 宣讲间隙，本报记者就教育相关问题专访了刘炯朗。

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短浅

中国教师报：谈到中小学教育，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话题，对于中小学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您是怎么
看的？

刘炯朗：在目前的环境下，内地和台湾的中小学生考试
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考试的压力让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
段没有发现学习的快乐， 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
的学习态度。所以谈及今天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无法
培养出很多的世界级大师，因为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能力，
没有领导能力，没有幽默感，没有优秀的口才。 起码在今天
的内地和台湾，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目光很短浅，视野很狭
窄。如果我们一直不能从考试的囹圄中跳出来，势必会影响
未来的人才培养。

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们的教育要以这
个阶段为基础，培养真正的读书人，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才。

中国教师报： 刚才您谈到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
阶段，在您的心目中，教育分为哪些阶段？

刘炯朗：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我把教育的过程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阶段。

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 跟他不认
识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与他人一起学习和游戏，仅此而已。

第二个阶段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要培
养孩子读书的习惯、 读书的态度， 引导他们发现读书的乐
趣，而不是一味强调书的内容。 但在今天的考试制度下，孩
子并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只是养成了考试的习惯；他们没
有养成良好的读书态度，而只知道准备考试的态度；他们没
有发现读书的快乐，只知道补习的痛苦……

我始终认为，小学和初中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一
个真正做学问的人的许多素养都是在该阶段培养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是高中和大学的 7 年。在这个阶段，学生的
心智已经趋于成熟，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做好踏
入社会或者从事更高深的学问的准备。

中国教师报： 在现有的环境下， 要培养真正做学问的
人，中小学教育需要怎样改变？

刘炯朗：我们不要谈怎样改变中小学教育，这是个复杂
的问题。学生在第二阶段缺失的教育，我们可以在他们进入
大学之后帮他们补回来，即实施恰当的、要求严格的、有趣
味的通识教育。实施通识教育需要我们下大决心，因为只有
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让学生享受真正的通识教育，让学生
通过大学 4 年的学习后，成为名符其实的读书人。

在通识教育中，寻到知识相通的乐趣

中国教师报：您所理解的通识教育是怎样的？
刘炯朗：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们看重的

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道德修养。 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善于表达的能力。
第四，聆听的能力。 第五，了解、接受世界的多元，并能体会
多元之美。但是，实施良好的通识教育必须建立在对某一门
学科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专业的深入了解，目的并不是把
学生变成一个进入企业就能做工程师的人， 它的目的是经
过对学问的深入探讨， 让学生知道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是怎
样的，做学问的困难有哪些，做学问有哪些快乐。

中国教师报：怎样做学问才能获得快乐？
刘炯朗：关于这点，我想讲讲做学问的功夫。 我大学读

的是电机工程，后来到美国读的也是电机工程和电脑科学，
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 我学习的底子是小时候学中文
打好的，很多小时候背的古诗词我现在还记得。

我想说的是，学问是相通的，只要有一点线索，然后跟
着去寻找，便会发现更多的知识，无穷无尽。 诗词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它里面有很多脉络、很多知识，看似凌乱，但当
你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将它们连成一套知识。

举个例子，有一副对联很有名：“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
无恨月常圆”。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个非常好的上联，出来
以后等了两百年，到了北宋，石曼卿才把下联对出来。 我读

这个对联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石曼卿的灵感一定来自苏东
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可真的是这样吗？ 到底
是石曼卿启发了苏东坡，还是苏东坡启发了石曼卿？ 于是，
我仔细查阅才发现，石曼卿比苏东坡早出生 50 年，这个线
索或许可以说明苏东坡的灵感来自石曼卿。

我做了 40 年半导体科学的研究， 但学问和知识是相通
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之间有合理解释，让我找到这个
解释，这就是学问的乐趣。 我认为学问做得好的人，在 8 个方
面会很突出：敏锐的触角、广泛的兴趣、深入的探讨、丰富的联
想、严谨的判别、开放的思想、苛求的完美，谦卑的努力。

中国教师报：您一直强调通识教育，那么，在怎样的通
识教育之下， 才能让人们找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
乐趣？

刘炯朗：8 年前，我开始在台湾主持一个广播节目《我
爱谈天你爱笑》。 当时他们找我的时候出于这样的考虑：新
竹是个科学园区， 我们能不能有个电台既讲科学， 也讲人
文、艺术，把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物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来。
语言之间也有关系，小孩子学很多种语言，中文和英文之间
有关联，往往母语学得好，第二语言才会学好。因为发音、文
法是最表面的东西，内在的是你的理念和思想，内在的层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最重要的是情感和理念的表达，中文
好英文就会好， 但现在我们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学生写
作文的机会太少，只背若干篇作文，然后就用同一模式对应
不同题目，完全没有根据学生的思路进行训练。我是教自然
科学的，经常发现学生写报告的思路不对。

今天， 我们讲通识教育， 假如我能够定义通识教育的
话，我会要求学生上非常好的国文课，非常好的英文课，我
也希望学生能够上非常好的电脑课，有关统计的课，等等。
通识教育不应该分专业，任何东西，只要是有趣的，在学术
上有吸引力的都要做， 但是必须好好地做、 非常努力地去
做。 通识教育是人一生的事情，不是大学时才要做的，是一
个人一生都要坚持的事情。

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

中国教师报：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您可以
说已经功成名就了，那么，现在您学习的乐趣又来自哪里？

刘炯朗：我一周讲 20 分钟的《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人

说我这是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讲通俗的知识，但我不这样认
为。 我认为现在做的事， 完全是为自己能在学习中得到乐
趣，是为自己做的。 每周准备广播的内容，思路并不是一开
始就知道的，常常是周二才有灵感知道这周讲什么，用两天
准备材料，用一天写出一篇 3000 字左右的文章。 我上个礼
拜讲了 5 首《满江红》，岳飞写的一首、辛弃疾写的 3 首，同
样的词牌可以写不同的感情， 这些词很多都是我小时候背
下的，少时学到的东西，一辈子受用不尽。

现在， 理工学科和人文学科界限分明，《我爱谈天你爱
笑》就是我的读书笔记。我从小受到很好的训练就是给我一
个读书的态度和读书的乐趣。一个人成功靠两样东西，一靠
努力，二靠运气。

中国教师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做学问，您有什么
建议？

刘炯朗：所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讲 3 个字
“多读书”。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书太多了，不一定所读的书都
好，不一定要读书。 这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但你会因为食物
太多而放弃享受美食吗？ 面对现在的年轻人， 我总跟他们
说，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多读书，广泛而快乐地读书，你现在
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是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让年轻人知道，知识是相
通的，学工科的人，也需要懂诗词，也要懂历史、哲学，这些
对你做学问是有极大裨益的。但这些知识的获得是要趁早，
我现在记得的所有诗词都是我 16 岁以前背诵的东西。现在
信息这么丰富，“一次看懂自然科学”、“一次看懂社会科学”
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生都要做的。

另外，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通识教育讲得很多，通识
教育是不是抢了专业教育的时间，占了专业教育的地盘。我
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能力不够， 将来会不会没办法做事
情，没有饭吃。 对于这点，我完全不同意，首先，通识教育是
教育里特别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其次，通识教育跟专
业教育是相辅相成的，通识教育不占专业教育的地盘，专业
教育也不会占通识教育的地盘。

胡适先生说过两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
高。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才能历久不朽。

当校长不能靠威权，要让大家信服和敬佩

中国教师报：现在内地提倡教育家办学，可以说校长是
离教育家最近的一个群体，您曾经当过台湾“清华大学”的
校长，在台湾，校长都有哪些权力？

刘炯朗： 这个很难回答， 我不知道怎么样给权力下定
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家、读书人，某种程度上是由
自己的付出决定的。尤其是在学校里，我认为校长不可能有
威权，校长应该有说服众人的能力，但是同时，校长要有影
响别人的能力。假如校长只靠说服的话，很多事情是不能决
定的，校长必须要有最后下决心的能力。 但是校长，特别是
在一个大学，或者一个教育机构，靠威权来下决定是下不了
的，校长必须靠两个事情来下决定。

第一，他的决定是否得到大家的信服。 第二，他的人格
是否受到大家的敬佩。 校长下的决定，第一要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用心。 第二，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决定，但是我敬佩他
的人格，所以我可以接受。 威权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特
别是在一个教育单位，威权是你赚来的，威权是你营造出来
的，那样的威权才是真正的威权。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心里，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
的人才？

刘炯朗：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希腊有位教育家曾经讲
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我觉
得讲得很好，虽然听起来很虚，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就是教
育最重要的目的———培养三者并重的人才。问题是，在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育都认为“有用”是最重要的目标，甚
至是唯一的目标。 而不知学问与品格同样重要， 而且有学
问、有品格与有用并不违背。

学生只要能读完大学，做一个有品格的人，毕业后都能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用像我小时候那样，为吃饱饭而担
心。在当今社会的大背景下，不读书的学生反而会面临更大
的考验。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所谓的完整的教育， 既包含了通识
教育，又包括了专业教育，这个并不是互相抵触的。 我们要
把教育看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学校如同一个有温度的“热
水瓶”，我们的教育就是让学生在“热水瓶”里成长，在这个
“热水瓶”里面，我们跟所有的学生和教师互动，从而成为一
个快乐的人。

征 稿
《学校创意》 也许， 你的

学校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华丽
建筑， 但只要有学校工作的各
类行之有效的创意， 一样能使
人耳目一新。 我们征集这样的
创意， 可以是有创意的开学典
礼、校会班会、校园节日，等等。

《思想力校长》 本栏目发
现致力于课改实践和素质教育
探索的典型学校， 关注思想力
人物， 关注躬身教学田野的实
践者和具有教学领导力的校
长，欢迎读者自荐或者推荐。

《新生代班主任》 本栏目
关注践行新理念， 具有学习力
的优秀青年班主任。 欢迎读者
推荐或自荐。同时，如果您在班
级管理中有什么困惑， 想与我
们报道的“新生代班主任”一起
交流，也请联系我们，他们会对
您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非常教师》 本刊继续发
现并推介“非常教师”。 对于“非
常教师”的入选要求，我们主要
关注两点：一是热爱教育，有职
业理想，深受学生爱戴；二是对
教育教学有独特思考，且在实践
上有所突破。欢迎读者自荐和推
荐身边的“非常教师”。总之，“非
常教师”关注具有非常之思想和
非常之实践的草根教师。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 、联
系方式。 稿件请发至：

zgjsbjyj@21cn.com

刘炯朗，广东省中山县人，台湾著名教
育家、 科学家。 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伊利诺伊大学，于 1998 年出任台湾“清
华大学”校长，2000 年当选台湾“中研院”
院士，2002 年从 “清华大学” 退休。 2005
年， 他开始主持电台节目 《我爱谈天你爱
笑》，每星期主讲 20 分钟，话题涉及工、理、
文、史、哲等领域。 他日前在内地出版的新
书《一次读懂自然科学》、《一次读懂社会科
学》曾被马英九推荐为 2011 年台湾暑期青
年阅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