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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体会是：努

力将专业课教学由单

纯讲授式转型为讲授

与讨论并举，且以讨

论为中心的形式。积

极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勇于表达，尊重分

歧；要求学生在课后

广泛阅读，将自己的

点滴体会通过电子邮

件和教师交流，教师

认真回复每一个学生

的来信；将学生在课

后的电子邮件交流中

表达的观点和疑问集

中起来，编印成《学生

文选》，发给同学们。

教师逐一讲评学生的

观点和疑问，并引发

大家的讨论。

以我讲授的原典

精读课《<普通语言

学教程>精读》为例，

本科一年级学生刚接

触语言学，阅读原典

时会碰到很大困难。

如果教师只是满堂

灌，学生的畏难心理

会加重。开始时，我

们鼓励学生就阅读和

听课中的难点在课堂

上畅所欲言，提出问

题，但学生们怕自己

的想法太幼稚不敢说，于是我们

改用每次讲课后布置思考题的方

法，让学生写下听课时和课后阅

读时的思考和想法。

学生交上作业后，我们认真

评点每一份作业，在认为有价值

的部分划出红线，写下评语，充分

肯定学生鲜活的思想，注意阐发

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

生思考中的疑惑。然后，将所有

学生的作业按问题分类整理，拿

到课堂教学中讲评。课堂的气氛

立刻活跃了起来。许多同学第一

次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评自己的观

点，心情非常激动，原来不自信的

学生在教师的肯定和鼓励下，发

现学术的殿堂不是高不可攀，而

是可以以热情和思索与老师与大

师对话的。他们渐渐在课堂上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对学生作业的讲评，成了这

门课程教学中深化课堂讲授的知

识，扩展学生的课外阅读，加强师

生互动和学生之间互动的有力手

段，也成了这门课程最受学生欢

迎的内容。在讲评中，师生往往

从课内的知识伸展到课外，原典

中的理论和学术界、社会生活、学

生经历密切联系起来，大大开阔

了视野，同时教师的学养、个性和

情感也在学生面前展露无遗，让

学生感悟良多。

一般认为布置课后作业是中

学教学的方法，但我们在教学中

发现，现在的大学生迫切希望和

老师交流，希望在课堂上听到自

己的声音。而在课堂上，一方面

由于新的知识尚来不及消化，一

方面由于学生不自信或害羞，往

往很难开展较为深入的讨论。此

时，课后思考题给了学生一个整

理和发表观点的机会。学生们在

思考题的引导下，扩大阅读面，不

断产生新的想法，写出来后通过

老师讲评在课堂上交流，引发讨

论甚至辩论。这个过程开始时比

较艰苦，渐渐地学生们就乐在其

中了，以至于一个学期下来后，到

最后一次大家都依依不舍，说：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布置思考题是引导学生广泛

参与课堂教学讨论的方法，而对

学生的思考题作业进行讲评又是

教师提升课堂讨论质量的重要方

法。在学生人人参与发表意见

时，很容易出现部分观点质量不

高的情况。这个质量不高包括观

点缺乏新意、缺乏吸引力、表述不

清晰、表述冗长或艰涩。课堂讨

论中出现上述任何情况都会使同

学感到乏味，而在课堂即时讨论

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教师较难控

制，以致在有限的讨论时间中难

以保证讨论的质量。采用课堂讲

评学生思考题作业的方法，教师

对学生的全部观点作了精选，同

时又作了讲评的悉心准备，大大

提升了课堂讨论的质量和学生的

兴趣。

教师在讲评中根据学生上交

的作业不仅能事先设计并引发学

生就某个共同感兴趣的专题展开

讨论，而且能有意识地安排观点不

同或对立的学生进行辩论。布置

思考题和教师讲评相结合，既广泛

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讨论的积极

性，又把这种积极性及时提升为高

质量的课堂交流，有效解决了课堂

教学讨论中量和质的矛盾。

随着学生作业水平的提高，

阅读的面越来越广，问题越来越

多, 教师往往要查阅许多学生作

业提到的书籍。但由于学生思考

和提出的问题往往很重要或很有

意思，深化了课程内容，我们也乐

此不疲去回应和解答。有时我们

还会把个别学生课外阅读中发现

的有价值的内容复印给全班同

学，以助讨论。作业和讲评在学

生中激起了一股相互学习，“一争

高下”的研究热情。来自学生的

创造性见解在同学中分享，成了

课堂教学中赏心悦目的事。

把布置思考题从教师的要求

变成学生的需要，关键是教师要认

真对待每一篇作业，精心点评。我

们发现，一旦得到教师的书面评点

和课堂讲评，学生参与研究和讨论

的自信心就大大增强。

根据我的教学经验，精读课

开始阶段由教师列出每次课程的

思考题是必要的，并且在前几次

布置中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写，

“逼”学生“上马”。而到课程中

期，思考和作业已经成为学生自

觉的需要，此时教师再布置思考

题反而会束缚学生的思考，不妨

任由学生自选题目，有想法就写，

没有想法就不写，以形成非常自

由的学习和思考氛围。

对学生作业的点评，是师生

互动的的关键之笔。其关键性主

要表现在：教师对学生观点的讲

评不仅使学生感到自己的思考受

到老师的重视，而且使学生真正

感到自己成了课堂讨论的主人；

教师讲评学生观点，使学生对自

己的略显稚嫩的想法逐渐树立了

自信，在老师的搀扶下逐渐迈开

了探索的大步；教师讲评学生观

点，实现了课堂教学师生的充分

而深入的对话，这给了学生极大

的满足；教师讲评学生观点，不仅

仅是知识性的，更多是感悟性

的。讲评中展现了教师的思想、

学养与人格的特征，学生感受到

更多的知识外的东西；教师的讲

评促进了同学之间的思想交流，

无形之中在学生中形成了相互激

励、相互学习的氛围。

这样做教师很辛苦，但能真

真切切感受到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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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图画真解· 中国画与笔墨文

献展”是一个研究展。它展出了我

主持的《中国笔墨的当代阐释》这

一课题目前的研究成果，集结了很

多人的努力。这个研究课题很

大。实际上，我在和复旦大学合作

前已经做了四年，和复旦也已经合

作研究了两年，之后还会深入研

究，所以这个课题持续的时间可能

会长达八年甚至十年。

具体来说，因为这个展览展

出的是研究成果，所以包含了大

量的文字解释，有对两千年来中

国绘画中的笔墨这样一种形式

语言发展历史的解释、对于历史

上重要艺术家和重要作品的详

细解释等等。这个展览中的文

字解释部分就多达七万字，对于

一个真正想学习这方面知识的

人来说，他/她可以在里面静静地

看一天，能读完这七万字都是一

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这个展览之后，还会有各

种各样的专题展览和关于《中国

笔墨的当代阐释》这一课题的子

课题的研究，还会出版相关的丛

书、字典、专著等等。

这个展览这次是第二回展

出，去年年底在香港第一次展出时

就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和积

极反响，参观人数很多。正因为如

此，哲学学院孙向晨院长提出，希

望这个展览能在上海展出一次。

我们说当然可以，就和上海

复星艺术中心商讨合作，复星艺

术中心也是非常热情地给予了

支持。在这个展览展出之前，我

们又在思考能不能做更多的事

情，于是就商讨并达成复旦哲院

与复星艺术中心长期战略合作

的意向。这次的展览实际上是

战略合作协议的第一个合作内

容，这个协议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内容，比如双方会进行合作来提

升复旦相关学科博士生和硕士

生的策展能力，因为策展不仅是

理论层面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

度上是一个执行和操作的问题。

《中国笔墨的当代阐释》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从国家层

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更

多的国外专家学者、国外的老百

姓所了解和接受，这对于中国来

说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要求，但是

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是很不容

易的。这关系到中国文化如何

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界或者

老百姓接受的问题，中国绘画也

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绘画是很

特殊的，它有一套特殊的文化结

构，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把这套特

殊的文化结构讲清楚，就无法将

中国绘画很好地传播到海外，让

国外的民众理解和接受。

所以我和哲学学院艺术哲

学系合作做这个课题的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现代语言、国际化知

识平台，尤其是想借用西方哲

学、西方美学、西方心理学、脑神

经科学等等观念、方法、知识系

统，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

心的文化遗产。

大家都很重视美育，我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定不要把

美育想得很简单和很肤浅。从

学校层面来看，做好美育首先是

要做好深层研究，如果没有研

究，只是把美育看作唱歌、跳舞、

画画等娱乐活动和艺术实践，那

就太肤浅了。

我认为美育的本质是开阔

人的思路。美是不可量化的，美

育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启发人

的思维，打破框架和约束，给未

来的公民提供一种审美的生活

方式。这种方式以美的形式出

现，最终导向善。美育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最终目的是

让公民们提高道德修养，追求人

生理想，让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从师资力量、生源等方面综

合来看，在综合性大学里开办艺

术学院并覆盖舞台、艺术、戏剧、

电影等多种学科是很困难的。

因为复旦的理论研究是长项，将

理论与艺术作品结合，我觉得是

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我建议

学校从理论的角度，以艺术理论

为引导，对艺术进行研究，让学

生有接触艺术作品的环境和机

会。懂得艺术欣赏对学生学习

本专业、发散思维都是大有裨益

的。从复旦的整体战略布局与

学校发展来看，美育是一个重大

的课题，重视美育非常有必要。

文/ 罗思思

潘公凯：美育的本质是开阔人的思路

曦园的清晨
东方既白。清晨的校园，静谧青翠。

空旷的路上，早起的绿化工人已经忙碌开了。水花映出的

光影像青春一样单纯和绚丽。“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

旁这棵小树。请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老

歌的旋律犹在耳畔，而曦园年复一年月夜花朝，春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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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笔·墨”展11月11日—20日在复星艺术中心展出。通过“图画真解：书画笔墨演进概览”和
“草篆之境：潘公凯笔墨探索案例”两个篇章、250余件经典案例作品，带领观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潘公凯先生是我国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曾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是学校近年来在
艺术领域引进的大师级专家。潘先生深耕中国画绘画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笔墨”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展览对整理、发掘与展示中国笔墨精义，对探讨中国笔墨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审美方式与生命力，具有重大的
艺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