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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谈人生》是海伦·杜卡斯和巴纳希·霍夫曼编著的；
他们是爱因斯坦著述档案的保管者和全集的编辑者。这本书选
辑爱因斯坦的文章、书信、日记等，以他的生平为经，以科学、宗
教、信仰、交往等主题为纬，编织成科学家和思想者爱因斯坦多彩
多姿的锦卷。

该书的一个特色是很大篇幅直接引述爱因斯坦的文字，读起来
既像是传记，又像是文集；这个小册子因而显得别致、轻捷而迷人。

爱因斯坦的中文译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爱
因斯坦全集》（已出十卷）、商务印书馆的《爱因斯坦文
集》（三卷），当为首选；这本“论人生”篇幅虽小，却也值
得重视。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另有新译本。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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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

“睡觉课”与“戏水课”
□雒会龙

我的梦想团队
□齐 欣

且行且思

学校来了年轻人
□万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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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夏天，一位早期的爱因斯坦
传记作家卡尔·希利格写信给爱因斯坦，
询问他荣获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时的详
细情况。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谈到了1909
年发生的事情，当时他正在伯尔尼瑞士
联邦专利局谋生，虽然四年以前他就已
经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回信
中写道：

一天，我在伯尔尼的专利局收到一
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
片，纸片上用花体字（我甚至认为是拉丁
文）印了一些似乎与我无关、并且毫无趣
味的东西。因此我顺手就把它扔进了办
公室的废纸篓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
邀请我去参加加尔文庆祝典礼的请帖，
上面还宣布我已被授予日内瓦大学荣誉
博士学位。显然，日内瓦大学里的人正
确地理解了我的沉默，他们请我的朋友
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帮忙。他是日
内瓦人，但当时住在伯尔尼。他劝我去
日内瓦，说这是怎么推也推辞不了的，但
他并没有再作什么解释。

就这样，在指定的日期我来到日内

瓦。那天晚上，在我们下榻的那家旅馆
的餐厅里我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
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
来的。他们见我一言不发，就询问起我
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
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他们什么都知
道，并把内情告诉了我。第二天人们要
我和一批学者坐在一起，可我随身只带
了一顶草帽，穿的是平常的便服。我原
想呆在一边的，可他们根本不接受我的
意见。由于我的参加，这次庆典活动显
得十分滑稽。

庆典活动结束时举行了我一生中所
参加过的最为丰盛豪华的宴会。我问坐
在我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你知道如
果加尔文至今还健在，他来到这里会干
些什么吗？”他说他不知道，并反问我意
下如何，我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
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
死。”那位显贵再也没有吭声，这就是我
对这次值得纪念的庆祝活动的回忆。

1950年12月初，爱因斯坦在普林斯
顿收到拉特格斯大学一位 19 岁的大学

生亲笔写来的长信，这个学生在信中
说：“先生，我的问题是‘人活在世界上
到底为什么？’”他排除了诸如挣钱发
财、搏取功名或助人为乐之类的答案，
接着说：“先生，坦率地说，我甚至不知
道自己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学习工程
学。”他认为人活着“什么目的也没有”，
并摘引了布莱斯·帕斯卡尔《思想录》中
的一段话，他说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他
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是谁把我降生
于世，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什么。我对万物一无所知，我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感官、灵魂是什么，
甚至也不知道指挥我说话、思考万物、
思考其本身的那部分器官是什么，这部
分器官对它自己的了解不会超出其他
一些器官对它的了解。我看到四周可
怖的宇宙空间，我发现自己被缚在这个
广袤浩淼的宇宙之一隅，不知道为什么
把我放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也不知道为
什么分配给我的这段短暂的时间属于
此时此刻而不属于永恒的另一个时刻
——在我之前或在我之后的时刻。极
目四望，我只能看到无限，而我像个原
子被困在中间，如同稍纵即逝的影子，
一旦消失就再也不会返回。我只知道
自己必然死亡，但我最不理解的正是这
个我无法逃脱的死亡。”

这位大学生接着指出，帕斯卡尔发
现宗教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本人却不
以为然。他谈到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但
他还是请爱因斯坦指出一条正确的道
路，并说明理由。他说：“请你不要照顾
情面，如果你认为我已误入歧途，烦请你
把我引入正路。”

在回答这一强烈的求援时，爱因斯
坦并不是敷衍一番，安慰安慰，他的指教
肯定会使那位大学生振奋起来，并减轻

他的疑虑给他自己孤独的心灵所施加的
重压。爱因斯坦收到来信后没过几天就
于 1950 年 12 月 3 日从普林斯顿用英文
给他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为了探索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目
的，你进行了如此认真的努力，这使我深
受感动。我认为，如果像你这样提出这
个问题，那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答案。如
果我们讨论的是一项行动的目标和目
的，那我们只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
的问题：我们这一行动或其后果应该满
足什么欲望，或者说应该避免什么不希
望出现的后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个
人所属的那个群体的角度出发，明确规
定这一行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行
动的目的至少间接地同满足构成社会的
个人所怀有的欲望有关。

如果你询问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
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有什么目的或目
标，这个问题本身毫无意义。当然，如果
你一般地询问自然界有什么目的或意义
何在，那就更无意义了。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有人硬说自己的欲望同事态的
发展是相联系的话，那是十分武断的，如
果不说是毫无理由的话。

尽管如此，我们都认为，一个人活着
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
过一生，这个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
的答案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
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
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这就需要大量
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容否认，在
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里，开明的古代希
腊人和古代东方圣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
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

（选自《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
加入一个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的人不
要太多，因为人太多，研讨问题就难以深
入；在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团队里，不存在所谓
的学术权威，也不存在所谓的师徒，每个
人都是受益者也是创造者；研讨问题时，
每个人都可以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自由
表达，而且每个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思
想与语言。

15 年前，我曾经工作的学校里有 6 个
毕业班，3 名数学教师，我是其中一名新
手，第一次教毕业班。日常工作生活中，
作为我的同行，其他两位教师总是毫不吝
啬地指导我。研讨教学问题时，我们有时
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最终都能形成共
识，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选出能够更
好地帮助学生的方案。我们常常自发讨
论一些课堂教学上的问题，也常常为第二
天上课准备资料到深夜。我们不会因为
工作时间长而抱怨，也不会感到疲倦，因
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然形成了一个我
所向往的团队。精神上的满足，总会让我
们忘记一些身体上的疲劳。

后来，我调入新单位，再一次遇到了
心仪的团队。学校进行课堂改革，教师
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小组合作学习问
题，讨论数学概念问题，讨论课堂分层教
学问题……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及存在
的困惑，然后针对这些困惑进行深入研
讨。虽然许多问题我们无法得到统一的
答案，甚至旧困惑得到厘清的同时又产
生了更大的新困惑，但我们感受到了这
种交流的快乐，感受到了自由思想与自
由交流的快乐。

我一直不知道如何称呼这样的团队，
也无意为这样的团队命名。后来，我在佐
藤学所著的《教师的挑战》一书中才了解
到，这样的团队应称之为“学习共同体”。
接着，我又读到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的心灵》一书，更进一步明
晰了这个团队的价值与意义，“只要我们
愿意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察和我们的
理论——真的，连我们自己本身——都交
给共同体验证，共同体仍大有可为，把我
们从无知、偏见和自欺中拯救出来”。

在这样的组织——学习共同体里，每
个成员除了分享之外，还需要学习，需要
不断地学习。不仅要学习课标，研究教
材，还要学习理论，包括心理学、社会学、
教育学、学科教学、课堂观察等理论，借助
理论我们才能在现象观察中找到背后的
规律，或找到问题解决策略的理论支撑，
从而为我们的教学改进提供信心。在交
流分享时，为了保证交流的深入，我们需
要提供具体的教学事例或课堂教学现
象。当我们针对现象作交流，并以提升彼
此、改进教育教学作为目的时，交流才得
以延续，这个共同体的结构才得到稳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京华中学）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的
童年时代、学校生活相比现在的孩子过得
更快乐？我想，多多少少与那些年遇到的
好教师有关，这些教师虽然不是名师，但他
们在学生心中点亮了希望的“火炬”。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曾上过两次难忘
的“睡觉课”。炎热的夏季，贪玩的我们不习
惯睡午觉。那是下午第一节课，张老师看到
我们无精打采的样子，突然放下课本，让大
家趴在课桌上休息20分钟。同学们简直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个个乐开了花，齐刷刷地
趴下睡着了。“好了，时间到了，都起来！”同
学们一边揉眼睛、搓脸蛋，一边叫醒还在酣
睡的同桌。黑板上，张老师已经写满了大半
面。左边是三道例题，中间是五道练习题，
右边是一小片空白。他先给我们讲解例题，
然后开始叫同学解答，并结合例题纠错，最
后给我们列举了做题时常见的错误类型。
那节课，我感觉自己比往常都要精神，听得
特别认真。此后，班上大部分同学认识到午
睡的重要性，也逐渐养成了午睡的习惯。第
二次“睡觉课”采取自愿原则，可以睡也可以
不睡。再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午睡的习惯，

“睡觉课”再也没有了，但这仅有的两节课却
成为我童年美好的记忆。

“睡觉课”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大胆尝
试，在今天更是学生不敢想象的奢望。或许
现在看来，这样的“睡觉课”严重违反了课堂
教学要求，但仔细想来，张老师当时关注到
了学生的“生命状态”，满足了学生基本的身
心需求。虽无谆谆教导，但却深入人心。张
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课堂时
空，把课堂内外当作一个教育整体看待，补
上了学生的“午睡课”，磨刀不误砍柴工。

炎炎烈日，酷暑难耐，小时候的我喜欢
与同伴一起戏水。没想到二年级时，张老
师竟然带领大家去戏水。来到水池边，张
老师说水深和水温他已经试过，没有任何
问题。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扑通扑通跳
下水。水花四溅，同学们分成两组打水仗，
水里玩够了，又上岸比赛“打水漂”。忽然，
张老师示意我们安静。他说今天带大家出
来的主要目的是教大家学习游泳。这时我
才发现，他身边站着村里的“游泳健将”王
哥。张老师说游泳是一项很重要的生存技
能，鼓励大家积极尝试。回学校的路上，大
家说说笑笑，余兴未尽。

那时，只是觉着玩得高兴，没感觉张老
师的教育有什么特别。现在来看，张老师
把课堂搬到了校外，让学生获得了书本里
学不到的“生存技能”。尽管现在安全警钟
时刻敲响，但溺水悲剧几乎每年都在上
演。究其原因，生存技能教育我们还做得
不够好，必须要走出以考定教的怪圈，让教
育不再只是围绕考试转，而要从孩子的生
存能力着手精准发力，为他们的快乐成长
和一生幸福奠基。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龙
园中学）

20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被分
配到一所新建的特殊教育学校。由
于是新建学校，教师基本上都是刚走
出校门的年轻人。那时候，我们一群
年轻教师吃住在学校，以校为家，满
怀激情投身到听障教育工作中。

那时候，常听到来学校交流的同
行说：“这么多年轻教师，真让人羡
慕！”当时，我的心中颇不以为然——
年轻有什么可羡慕的，我还想赶紧摆
脱稚嫩，多拥有一些教学经验呢。

然而 20 个春秋转眼即过，其间
学校几乎没有再进新教师。上学
期，学校来了一个新教师，年轻、漂
亮、有活力。连续几天，学生的日记
里都是对这个新教师的关注与喜
爱。学生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年轻
教师呢？难道教师这个职业也是吃
青春饭？一直自认为关爱学生、认
真教学的我心中酸溜溜地想。

很快，学校又来了一个实习教
师——小尚老师，我担任她的指导
教师。几天后我终于明白了，自己
原来的确与年轻教师有许多不一样
的地方。

一天，小尚老师跟班听我的语
文课。下课后她急着找我，说她发

现第二排右边的男生眉头紧锁，一
脸茫然，整节课几乎不说话，也不打
手语，像个一头雾水的旁观者。

我知道小尚老师说的这个男生，
自从我八年级接这个班开始，两年多
来他一直都是如此。我想了许多办
法：单独辅导、课堂降低要求、同学间
结对帮扶、寻求家长配合……方法用
尽，却收效甚微。不是我不想关注这
个男生，而是我真的没办法。

小尚老师又说：“为什么不再想
想别的办法呢？肯定会有办法的。”

我的心为之一颤。是啊，为什
么不再想想别的办法呢？我之前的
种种努力，就是最好的方法吗？难
道因为我曾经努力过，现在就可以
心安理得地听之任之吗？

不！虽然听障学生认知能力、
语言能力发展滞后，虽然他们的知
识基础和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学习
中面临诸多困难，但肯定会有办法
的！一时的失败不等于永远的失
败，教学中的难题应该成为我们前
进的动力，而不是放弃学生的借口。

“咱们班 9 名学生，已经有 3 个
学生决定考大学，一个学生基础较
差，准备就业，其余几个学生还在犹

豫，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向小尚老
师介绍班级情况。

“他们学习都不错，为什么不考
大学？还在犹豫什么呢？”我叹了一
口气，无奈地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鼓励学生考大学，学校前几
届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
到满意的工作。”

“老师，你不能这样想！一定要
有希望！”小尚老师急切的话语犹如
醍醐灌顶，我不禁反思：从何时开始，
我变得如此消极？无意之中，我是否
把这些负能量带给了学生？消极的
教师如何教出积极的学生？

下课了，小尚老师不停地感慨：
“还可以这样教！我怎么就想不到
呢！这样设计真的非常好！”她一边
说，一边把听课记录卷成圆筒状，伸
到我嘴边，一本正经地说：“请问万
老师，你看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优
秀教师呢？5年可以吗？”

真羡慕小尚老师的教育热情。此
时的我呢？20年日复一日地备课、上
课，单调的个别训练、辅导，整日默默
付出，学生却进步缓慢，我在一天天倦
怠……我的梦想遗落在何时、何地？

与小尚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
滴让我不禁想：也许教师这个职业
还就得吃“青春饭”。无论教学5年、
10年还是20年……要想做一名好教
师，就要用青春的活力、青春的激情
去努力、去追求，用青春的梦想点燃
孩子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咸阳市特
殊教育学校）

成长记录

胡
老
师
美
丽
大
方
，幽
默
活
泼
，她
的
语
文
课
上
总
是
充
满
欢
声
笑
语
，我
想
用
这

幅
作
品
祝
愿
胡
老
师
永
远
快
乐
、年
轻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地
坛
小
学

李
煜
璐

指
导
教
师

王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