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门须正，取法要高”是吴晓明一贯秉持的教学理念。从教37年，他用

哲学的浪漫，将艰深的理论化为生动的课堂语言；他用哲学的担当，以“关注

社会现实”为抓手，深入分析“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他更用哲

学的理想，启智增慧、铸魂育人，鼓舞着无数学子成为德、才、学、识兼备之人。

“哲思至美，深化于行。”这句颁奖词是对吴晓明教授绝佳的诠释。

““学生超过了老师学生超过了老师，，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事情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事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荣获第三届”杰出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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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复旦大学文科资

深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

明荣获“杰出教学奖”。让我们

走近吴晓明，感受他多年哲学教

学与研究的热忱。

课堂魅力：

带学生遨游哲学海洋

9 月 28 日晚，光华楼西辅楼

的一间教室座无虚席。学生们

正聚精会神地聆听吴晓明教授

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原著导读课。早在 2014 年，

就有这门课广受复旦学子欢迎

的报道画面。时光流转七年，在

吴晓明老师执教的第37年，学子

们的热情丝毫不减。

吴晓明讲课时声音洪亮，颇

具穿透力，讲述的哲学理论直叩

学生心扉。他挥笔板书，一块小

小的黑板上，包罗内涵丰富的马

克思主义学说的当代意义，呈现

清晰的理论框架。他一边做条

分缕析的阐说，一边擦除分析过

的要点，又增添新的内容。他让

板书这一传统的授课方式，发挥

出教学大作用。

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人先

贤的话语被吴晓明信手拈来，文

学、历史、文化、艺术、生活等一

系列通俗易懂的事例亦被他巧

妙引用，穿插妙趣横生的流行

语，深入浅出地讲授艰深的哲学

概念与理论。

在吴晓明的课堂上，古今中

外的名人汇聚一堂，多种学科的

知识兼容并蓄，别开生面的哲学

课堂让无数学子沉浸其中，遨游

于深邃辽阔的哲学海洋。

“老师讲课的时候，不仅能

体现出他渊博的学识，而且能够

激发出一个人对学问本身的兴

趣。”2021 级马哲博士苏冠中本

科并非哲学专业，在网络上听到

吴晓明的“国家精品课程”《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后，萌生

对哲学的兴趣，并付诸努力。如

今现场聆听导师的课堂并担任

助教，他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

觉。

下课铃响起，吴晓明在掌声

中缓缓合起讲台上摊开的哲学

书，书的封面上，满是岁月斑驳

的痕迹。学生们迫不及待地上

前与老师探讨问题，不独学术难

题，亦有生活困惑，吴晓明为他

们耐心解答。在下课后人来人

往的走廊上，吴晓明与学生们驻

足交谈，仿佛哲学的深思凝伫了

时间的洪流，成为一幅动人的画

面。

教学理念：

入门须正，取法要高

采访过程中，吴晓明教授引

经据典，以古今中外的文人哲人

名言阐发自身的教学、育人、学

术理念，赋予这些经典名言精妙

绝伦的新意，深厚的文化修养与

底蕴可见一斑。

“入门须正，取法要高”，是

吴晓明一贯秉持的教学理念。

严羽《沧浪诗话》讲到学诗必须

要“取法高”、“入门正”，吴晓明

认为大学教育亦是如此。如果

一味地追求新奇，便可能偏离轨

道，缺乏深度和厚度，不利于学

生的长远发展。在“入门须正，

取法要高”的基础上，再追求创

新，也可让学术灵动而有活力。

在大学上好一门哲学课，吴

晓明认为形式固然重要，最重要

的还是学术化、学理化和专业

化。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大学的课程不

能只追求丰富多彩、生动诙谐，

必须在学术上、学理上、专业上

是深入的，让青年大学生们把握

思想的根本，受到启发。吴晓明

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讲课过程中，始终强调阅读原

典、第一手的文献，突出主导的

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在整个思想

体系当中的定位。思想体系要

严整，思想理论要深入，从而不

断趋近哲学上的原则高度。

在表达形式、教学手段方

面，吴晓明也一直着力提高，这

种提高，立足于关注现实的需

要。在他看来，哲学，特别是自

黑格尔马克思以来的哲学，不是

仅仅局限在象牙塔中，而是要能

够回答时代的问题，把握特定的

现实。“所以我想上一门课，从我

30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做到学

术、学理深入，同时，能面对、回

应时代问题。”

吴晓明 2018 年在上海主讲

“千万师生同上一门课”，2019年

主讲“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周末理论大讲堂”，反响热

烈。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教师、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9 年

教师节，吴晓明赴京参加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

师生关系：

多层面交流理解

谈及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吴

晓明引用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训上

半句要求学生们笃定高远之志

向，塑造宏大的格局与良好的发

展前景；下半句提醒青年学生们

不能好高骛远，必须脚踏实地，

从现有的前提和条件出发，一步

一步地把事情做好。

在处理师生关系方面，吴晓

明受孔子“因材施教”的启迪，用

《论语·学而》阐释师生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孔子曰：“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吴晓明认为师生

交流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学术上

的交流，要鼓励学生能够学习读

书，并且实践操练。性情上的交

流则是师生交流的第二个层面，

正如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学生们性情各异，爱好

不同，吴晓明有针对性地进行各

方面的交流，达成亦师亦友的融

洽关系。最后，孔子曰：“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师生在沟

通过程中要互相理解，获得较高

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

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是一

种双向的互动。吴晓明的学生

们也在与老师的交流中精进学

术，受到老师治学精神的激励。

2020 级马哲博士窦梓绮惊叹于

导师吴晓明开阔的学术视野、宏

大的格局，在交流中，引导她投

入时间精力，去做值得做的学

问，不纠结于细碎问题或狭窄的

空间。

深厚的人文素养，润泽了吴

晓明温和儒雅的风度，带给学生

们如沐春风之感。2020 级马哲

直博生黄进向导师吴晓明请教

一个理论，吴晓明却望着窗外大

雨说：“今天淫雨霏霏”。看似答

非所问，实则让学生领悟到超越

概念的深意。一天，师生们半路

躲雨，雨势渐小，吴晓明说：“陌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文人情

怀与哲人智慧兼备，让学生们对

吴晓明更生几分敬意。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

贤于弟子。”韩愈《师说》中的这

句话是吴晓明教授处理师生关

系的基本态度。多年来，吴晓明

培养出不可胜数的哲学精英人

才，教书育人，为教育事业做贡

献。

“老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是终于有一天你的学生雄心勃

勃地超过了老师，我想这是我们

做老师最幸福的事情。”吴晓明

笑言。

教学改革：

为复旦马哲继往开来

“我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

考进复旦大学读书的。”当时刚

刚开始改革开放，入学复旦哲学

学院的吴晓明踌躇满志，对思考

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等大问

题充满了热情。适逢复旦的人

文学术鼎盛时期，吴晓明师从胡

曲园先生，聆听哲学学院的全增

嘏、严北溟、王蘧常先生，中文系

的刘大杰、朱东润、郭绍虞先生，

历史系的蔡尚思、周谷城、周予

同先生等大师的课程，被老一辈

学者们对学术的专注与热忱深

深打动。

就读复旦哲学学院期间，吴

晓明感受到前辈先贤们为复旦

哲学学院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

围，打破学术上的“壁垒”，形成

学术共同体。留校任教后，前

辈学者们惜才爱才，提携勉励

有才华的年轻一辈，网罗人才，

留住人才，哲学学院的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这些传统延续至

今，成为复旦哲学学院的宝贵

财富。

近二十年来，复旦大学哲学

学科坚持“做大做强马中西传统

优势学科，重点建设伦理学和宗

教学特色学科和积极拓展科学

哲学、艺术哲学和数理逻辑交叉

新兴学科”，取得突飞猛进发

展。2017 年入选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A+学科、入选教育部“一

流学科”建设名单；2018 年入选

上海市 I 类高峰学科；2019 年以

来入选人才培养全国一流本科

专业、拔尖人才 2.0 计划和强基

计划。在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榜上，哲学学科和宗教学学科排

名均稳居世界前列。

吴晓明推进教学改革，以马

哲、中哲、西哲的交叉为突破口，

以“关注社会现实”为抓手，推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

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中国问

题”和“中国经验”，形成复旦大

学马哲研究和教学的显著特点

与优势。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

未来，吴晓明期望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理论研究和阐述更加深

入，让马克思主义学术切中并且

把握现实，接近时代的问题中

心，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引领性作用。

吴晓明说：“如果要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做好，我们的青年队

伍要能够被积累起来，并且不断

提高。”

铸魂育人：

不负时代之托

吴晓明长期致力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取得

了 系 统 性 、创 新 性 的 学 术 成

果。他的代表性著作《马克思

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论中

国学术的自我主张》、《黑格尔

的哲学遗产》、《形而上学的没

落》等，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

在科研上取得积极进展的

同时，吴晓明力图将科研成果

转化为教学优势，形成科研与

教学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由

他领衔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教

学成果”的项目团队，不仅获得

了上海市和国家教学成果奖，

而且有效推动了教学和育人水

平的提升。

回顾数十载的哲学研究与

教学，吴晓明对哲学的热忱延续

至今，一方面是专业使然，另一

方面当今同样面临着许多重大

时代问题。黑格尔说“哲学是把

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

断有问题产生，任务和使命依然

扛在肩上，吴晓明就会一如既往

地保持热忱。

“培养学生既是老师的天

职，又是时代的嘱托。”吴晓明期

待，培养出一批批不负时代重托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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