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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其人其思想被人诠释

了五百年，这其实是一个后人不

断超越前人的认识过程。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研究经

历了一个反反复复忽上忽下、大

起大落的时代变迁，却始终没有

能写出一部像样的阳明传来。我

研究王阳明，是在把他的思想同

朱熹的思想进行紧密的比较照应

的视域中展开的，认识到阳明的

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性学）都是解

决“人”自身存在问题的人文学

（人本学）。阳明的“心即理”与

“复心”的心学就是主要旨在解决

人“心”问题的思想体系。从这一

认识出发，我把阳明的心学界定

为一种致良知、复心体的心本哲

学体系，认为作为思想家的王阳

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

超越了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狭隘

的忧君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上

升到了忧人忧心忧道的终极人文

关怀。人心本善，人心向善，人心

归善，人人通过致良知的工夫以

复归至善的心本体，这就是阳明

的良知心学思想体系根本的人文

精神之所在。我的这部阳明大传

就是围绕这一思想来写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思想家

中，王阳明可以说是一个最被人

误解和扭曲了的思想家，五百年

来他被一代一代的人给以各色的

包装出场，在哲学舞台上像一个

“变脸大师”般在最伟大的“圣贤

完人”与最反动的“唯心哲学家”

之间来回穿插出没变脸。这种奇

特的哲学景观，我想除了时代的

原因外，是否主要是我们自己看

问题的思维方式出了毛病？是否

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古以来那种非

此即彼、非彼即此、好就全好、坏

就全坏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僵化偏

执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如果我

们自己不在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

与认识方法上来一个“辩证”的自

我革命，恐怕对王阳明的认识上

的这种或左或右、或生或死的恶

性循环哲学论证还会更恶性地循

环下去。

当前阳明学已成为传统文化

研究的热点，王阳明得到了公允

的评价，他的良知心学也得到了

深刻的阐释。但在这股研究王阳

明的热潮中，也出现了神化王阳

明和庸俗化阳明学的苗头。我认

为神化王阳明与庸俗化阳明学的

两极倾向正是以往那种或左右的

恶性哲学循环论证的翻版，必须

纠正这两种倾向，才能使阳明学

的研究健康地发展。

新闻学院本科生杨泽璇——

为白衣战士守后方

《阳明大传》

作者：束景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90后后””党员的回信中写道党员的回信中写道：“：“广大青年用行动证广大青年用行动证

明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是堪当大任的！”！”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复旦复旦““9090后后””在祖国各地在祖国各地，，在各个领域拼搏奋斗在各个领域拼搏奋斗，，用心中的信念和行动中的坚守诠释用心中的信念和行动中的坚守诠释

相同的青春梦想和时代责任相同的青春梦想和时代责任，，为复旦精神注入新时代的气息为复旦精神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恰同学少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风华正茂。”。”复旦复旦““9090后后””珍惜这个时代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在尽责中

成长成长。。青春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

复旦复旦9090后后，，好样的好样的！！

“哈喽，我们又见面啦对不

对？”打开摄像头，杨泽璇亲切地

和屏幕中的小朋友打招呼，“今天

是我们的第六堂课……”

这不是普通的“家教”。

在前线，医务工作者筑起坚

实的防线。带着“你的后方，我来

守护”的心愿，2月中旬起，校团委

牵头组建复旦战“疫”前线医务工

作者子女线上辅导队伍，为一线

医务工作者分担孩子教育的后顾

之忧，为孩子们送去帮助和关

怀。复旦学子踊跃报名，最终301

名志愿者发挥特长，主动承担起

为抗疫医护子女辅导功课的服务

工作。杨泽璇便是第一批报名的

志愿者之一。

迷茫、焦虑，杨泽璇这样描述

自己在疫情前期的状态。而当得

知这样一支志愿服务队的组建

时，她看到了方向。

为什么会参与这样一次志愿

活动？杨泽璇的理由很简单：“白

衣战士们在前线奋战守护大家，

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白衣战

士守后方。”在她看来，过去“90

后”是被保护的年轻一代，现在接

力棒到了“90后”的手中。“虽然这

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自己必须行动起来，而不是做个

旁观者。”

寒假期间，每天晚上7点，她

会准时打开摄像头连线对接家庭

的小张同学。初次体验家教也曾

让她忐忑。为了备课，她将一年

级的语文、英语教材都翻了一遍，

了解课程难度，偶尔吃不准时就

翻字典、查资料，确保弄懂吃透。

面对一年级的小学生，辅导方法

也需要琢磨。她根据课程内容编

写顺口溜和小故事，在教学中插

入孩子感兴趣的动画视频，力求

生动活泼。每次辅导开始前，她

总会和亲切地和小朋友打招呼，

和她交流生活中的趣事，帮助孩

子打开心扉。“我希望自己不仅扮

演好老师的角色，更可以是让她

信赖的大姐姐。”

即将毕业的杨泽璇也在加紧

完善毕业论文。她以疫情期间的

人物报道为研究对象，总结媒体

议题框架、报道方式等特点，希望

自己的研究能为新闻生产实践提

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我想，即便很多年后回忆起

这次疫情，我能想起的不仅是那

些不幸逝世的同胞和在前线冲锋

陷阵的白衣战士，还能想到这位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杨泽璇说，

近两个月的线上辅导中，她收获

着感动，孩子的天真烂漫治愈着

她，让她每次备课、上课时都觉得

很幸福。

“等疫情过去，我希望和这个

孩子见面，和她拥抱、牵手，带她

去公园玩耍。”

法学院研究生卢虹宇——

续写复旦支教故事
6点起床，戴上口罩和手套，7

点准时走进教室带领学生早读、

为学生上课，每个晚自习都守在

教室答疑，回到宿舍后继续挑灯

深夜备课。这是21届研究生支教

团队员卢虹宇在疫情期间的支教

日常。

2019年秋季，卢虹宇成为宁

夏固原市西吉县三合中学九年级

的英语老师，同时还承担了六七

年级的音乐课教学任务。

初来乍到，卢虹宇并不适应

这里寒冷干燥的气候。暖气片旁

的热水、床头的加湿器，围巾、手

套、口罩和厚实衣服，她努力适应

着，但早起时仍会时常流鼻血。

教学工作伊始，她和队员们

满怀热情，但学生成绩提高并不

明显，这让他们有些失落。“刚开

始的确有些心理落差，但我们很

快调整过来，找学生谈心、家访，

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沟通，进一

步了解学生，再针对性地制定教

学策略，后来就有了起色。”

复旦研究生支教团迄今已坚

持21年，卢虹宇和她的同伴们接

过这光荣的接力棒，义无反顾地

坚守着。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时

期，学生们仍是研支团队员们最

深的牵挂。除了线上辅导外，他

们为学生录制居家防疫顺口溜，

写倡议信鼓励学生通过制作手抄

报的方式向身边人宣传防疫知

识。假期结束，队员们陆续回到

支教学校，隔离结束后重返讲台。

卢虹宇坦言，疫情给支教队

员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变

化。线上批改作业无法实时了解

学生的状态、获得学生的反馈；而

由于支教地学生家庭条件限制，

孩子们上网课其实很不方便。为

了弥补这些局限，队员们陪着学

生看名师录播课，帮他们划重点、

做笔记，准备相应的习题，比以往

更详细地解析每一道习题。

延期开学还打乱了教学进

度，带毕业班的队员更是面临翻

倍的工作量。在给已返校的九

年级学生上课时，因防疫需要，

卢虹宇的学生被分成两个班，由

于教学进度不同，她的教学工作

量翻了一倍，白天上课常累到嗓

子沙哑。

支教并不容易，疫情时上课

更是考验，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

累，每一名队员都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我们一直为自己能有这

样一个服务西部的机会而感到荣

幸，更感受到教育扶贫事业的责

任之重。”卢虹宇和队友们明白，

研支团21年薪火相传，正是对复

旦精神的诠释。

作为“90后”，卢虹宇认为，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现在正是

“90后”要去奋斗和担当的时候。

“我感到自己有双重责任。作为

青年人要担起时代的责任，作为

支教老师要担起教师立德树人的

责任，做学生的知心人、热心人、

引路人。” 文/肖暖暖李沁园

和学生们在一起的卢虹宇和学生们在一起的卢虹宇

正在线上授课的杨泽璇正在线上授课的杨泽璇

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