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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好老师
□谢友柏

今天我想讲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

老实实做一个教书匠。我所在的机械

是培养人才是教师的神圣职责。第二

零件教研室，我们在基础部里率先和社

个题目是人才。这个题目分两部分讲，

会交往，接受科研任务。当时受到很大

第一部分讲为什么首要的是培养“人”，
第二部分讲怎样培养“人”。第三个题

压力，因为这跟“老老实实做一个教书
匠”是冲突的。为什么要搞科研呢？为

目是怎样培养“才”。主要是通过我自

什么要和企业挂钩、服务社会呢？我们

己的经历讲一些故事。

是这样想的：教师要培养能够探索客观
规律和服务社会的人才，如果自己不去

第一个题目：培养人才是教师的神圣职
责

探索客观规律和服务社会，怎么培养能
够探索客观规律和服务社会的人才

大学的任务是什么？比较标准的

呢？搞科学研究或者服务社会，是为了

讲法，有三个任务：培养人才、科学研究

培养能够科学研究，能够服务社会的人

和服务社会。对这样的提法我不赞成，

才，就必须自己先实践。这样才能够知

因为里面没有重点。我认为，学校任务
首要的是培养人才，或者也可以讲，唯

道如何实现目标。

一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而为什么要

的，就像现在大学里比较普遍的情况：

科学研究呢？为什么要服务社会呢？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

这是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它们之间不

给学校争取更多的奖，争取更多的经

是平等的，不是并行的。交大刚刚迁到
西安的时候，有个基础课程部。当时的

费，争取某些不应该争取的地位，而正
是这些东西把培养人才工作挤到一边

数、理、化、两个力学、机械制图、机械原

去了，所以关于大学任务的提法不应该

理、机械零件都由基础部负责。基础部

含糊。我希望教育行政和学校的领导，

里都是基础课教师，包括以前老交大其

要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
答案不明确，含糊其词，就造成了现在

他许多教研室里的教师，传统上是没有
科研的。那时基础部里有一个口号：老

如果认为三个任务是平等的、并行

学校教育中许许多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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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有创新型人

他讲了两个道理：一是中国有最大的市

才。创新型人才哪里来呢？我在上海
交大和书记争论过此事。因为她一讲

场，要创新，就要认识这个市场；二是中
国是世界制造车间，要用好这个最大车

到交大就说交大是一流大学，但是一讲

间来实现创新，就必须认识它的特点。

到人才强校，就讨论从国外引进人才。 只有把最大市场和最大车间联结起来，
我说一流大学为什么自己培养不出一 才能够有更多创新，这种人必须在中国
流人才，人才强校就只能从国外引进？

培养。不知道教育部、西安和上海两个

事实上，上海交大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

交大的领导是不是接受这个观点？不

教师，但是他们中有多少人成为了大家

知道很多青年学者，包括培养这些学者

承认的人才呢？眼睛里看到的一流人

的教师，是不是接受这个观点？就是：

才都是从美国来的、英国来的、日本来

中国的创新人才必须在中国培养。

的，那些留学回来的人。为什么看不到

还有一点，我们对国家现在科技力

自己的年轻教师呢？这一方面是戴着

量的发展和进步欢心鼓舞，但是必须看

有色眼镜，另外一方面的确是很多优秀

到，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国外几

的青年教师，在学校里混了十几年、几

十年前做过的。美国的罗姆尼在与奥

十年以后，把他们的锋芒全部都磨掉

巴马竞选总统时讲过一句话，说你中国

了，成不了一流人才。我觉得西安交大

现在想登月，我们 30 年前就登过了。

同样也是这个情况。

我在上海交大的研究所里有位老师，参

讲一句老实话，国外请回来的人， 与一点 C919 大飞机项目，他说大飞机
包括现在的千人计划，过去的长江学 方面很多人都是从军机那边过来的，按
者，有多少是真正能够为我们国家创新

照军机开发习惯，总是模仿外国的飞

作贡献的？很多人就是把国外的那一

机，而对飞机的顶层设计，没有人知道

套搬到国内来，再做一点，这样子下去
国家能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呢？我们

怎么做。最近国外有媒体说，中国的

方讲我们的唯 SCI 论，最近看到一篇文
章讲到唯 SCI 论，其实是和国家创新政

样了，许多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我

策矛盾的。因为如果你要想做一个新
的东西，开始一定是很多人不认可，越

也好，在概念上有没有新的突破？为什
么没有？我们在很多领域中，几乎没有

歼-15 等都是克隆外国的。国防部发
只能始终跟着人家走。在这种影响下， 言人批判了这个说法，说我们用了很多
我们的政策也是保证跟着人家走。比 自己的技术。这是对的，因为时代不一
们现在的军机也好，航母也好，大飞机

是创新的思想，开始时质疑的人越多。 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热门都是一项
质疑的人多，你就上不了 SCI。每一个 一项技术。努力方向就是模仿外国，并
没有对客观规律前向探索的兴趣，大学
杂志都有它的一个传统，一个认识范
围，如果跟它的认识不一致，就上不了
SCI。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研究
要满足 SCI 要求，那就只好跟着外国人
走了。有一位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
非常关心中国发展。他讲过一句话：
“中国的创新人才，必须在中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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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没有人做，因为拿不到项目。技术
上模仿能够立竿见影，因为我们还落后
嘛！基础理论研究则需要长时间坚持
不懈，需要坐冷板凳，它的贡献更多是
在未来而不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
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家 20 世纪用过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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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解决我们 21 世纪的问题？设计前

碌无为而羞耻”，这是多么大的反差！

人没有用过的办法来解决前人没有遇
到的问题，需要对客观规律有深入的前

那么学校有没有尽到培养民族素质和

向研究，否则不能做也不敢做。大学如

道德情操的责任呢？
培养人才是我们教师的首要任务，

果也不搞客观规律前向探索研究和培

不管我们有多大压力，如果我们不把培

养，那么以后什么人来做未来的探索

养人才的责任放在首位，我们就没有尽

呢？企业经常抱怨没有创新人才，创新

到做教师的责任。所以培养人才是教

人才能够从哪里来呢？所以人才培养

师的神圣职责。学校培养人的道德情

不能盲目乐观。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培

操靠什么，不是靠政治课，是靠我们教

养人才作为学校首要的或者是唯一的

师 。 传 统 的 讲 法 ，一 日 为 师 ，终 身 为

任务，如果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不好，国

父。我以为，肉体的遗传可以靠 DNA，

家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就很困难了。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遗传是靠教

此学校不务正业很危险，这个危险不在

育。所以如果我们把教育不放在心上，

于当前会发生什么问题，而是国家进一

我们文明的遗传就要中断。这是我讲

步发展会受到很大的拖累。

的第一个问题。

许多人经常抱怨社会上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我就要问一句话，这些不好
的事情是谁干的？都是人干的。例如

第二个题目：讲人才

贪污腐化。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都

这里面分两个小问题，先讲为什么要把

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我们不能回避这
个事实。大学现在培养的学生，出来以

培养“做人”放在前面？这个道理很简
单，如果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他的才

首先要讲“人”，然后才能讲“才”。

后，比现在贪污腐化的人好还是更坏？

有什么用？有一个很有才华的毒贩，他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大学是否有措施

是学化学的，发明了一种简易制作冰毒

防止培养出来的人继续贪污腐化。

的方法，发了大财，后来被抓起来了。

讲几个小事：排队，我觉得中国人

你们说他这个才对民族、国家、社会有

从来就没有养成排队的习惯，为一点小

什么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厂里

事争先恐后。还有过马路，现在都说中

到处贴着标语，
“先做人，后做事”，这句

国式过马路，为了抢时间闯红灯。还有

话很对。现在很多地方不讲做人，只讲

随地吐痰。这些许多人都认为是很小
的事情，学校在升学率或者类似的考核

做事，很成问题。看学生只看分数，看
教师只看 SCI、项目和得奖。怎样才配

指标压力下对这些小事是不屑一顾

称为一个人？我以为，从社会的角度

的。但是这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素质、道

讲，做人的基本条件应该是能够以对社

德情操。当然，社会影响也不能忽视，

会进步做贡献为己任，以对社会进步做

例如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就是歌颂欺
诈，鄙视忠厚；而小沈阳则鼓吹“人生最

贡献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社会是一
个很大的群体，如果每个人只想怎么从

大悲哀是死的时候钱还没有用完”。对
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

中获取，而不想去奉献，社会就无法进
步。社会之所以有今天的进步，就是许

的》一书中所说“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多人对社会的奉献大于获取，这样财富

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

（包括精神、智力和物质）才能够积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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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现在一些人只想到自己比别人拿

新整理成两大本，一直保存到当教授。

得少了，
而不问自己为社会做了多少？

他们讲每一个概念都花很多精力，讲得

我有一次在上海交大和同学交流，

非常详细和准确。这使我认识到概念

给学生毕业后想做的事排了个队。第

非常重要，学什么都要把概念搞清楚。

一想出国，第二想考公务员，第三到外

过去教师上讲台讲课不是很容易的，要

资企业工作，第四留校当老师，最后是

获得上讲台的资格，也许比现在升教授

到企业去。所以现在企业要招到很好

还要难，要经过很多次试讲，试讲时老

的人很困难。我们最大的悲哀，是工科

教师在后面听课，往往就是考察概念是

大学培养的学生不愿意到企业去干工

否讲清楚了。一个教师对学生真正有

程。现在教育部搞了卓越工程师培养

价值的教诲，就是让学生理解这个学科

计划，使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工科大学

的基本概念，而很多教师常常不理解这

本来就是培养工程师的。我读书时，都

一点。我开始当教师时，很多概念自己

说交大是工程师的摇篮，我们都以在工
程师摇篮里培养出来能去干工程非常

也不清楚，往往讲过学生没听懂又来
问。有时讲几遍以后才恍然大悟，学生

自豪，而现在工程专业培养的学生不愿

不懂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懂，没有弄清楚

意到工厂和企业去，反而要另外设卓越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等我找到了关

工 程 师 计 划 ，包 括 工 程 博 士 、工 程 硕

键，一讲学生就懂了。过去在教研室

士。那么工学博士和工学硕士干什么
去了？真是怪事情。现在怪事情特多，

里，老师们常常为理解一个概念争得不
亦乐乎。现在这种争论根本看不到了，

这些都和学校没有把培养人才作为主

大家把自己关在小盒子里，到时候拿一

要的、唯一的目标有关系。现在许多人

个 U 盘就去上课。是不是要讲的内容

整天为争职称奋斗，是不是要想想我到

自己都懂了？不一定。科学是不断向

底是否够得上称为教师了。

前发展的，认为把名词念一遍就算讲
过，这是不行的。教师怎么做学问，学

再讲讲应当怎样培养做人。培养
做人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我不相信

生就怎么做学问。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小时能够起

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非常

多大作用，学生对我的看法是我们相处

大，除了课程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给学

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形成的，并不是讲一

生讲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上世纪 50

堂课就能让学生知道我怎样做人。为
人师表，身教胜于言教，我们怎么做人

年代，交大有一位材料力学老师，是从
美国回来的，在美国和钱学森、钱伟长

是看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怎么做人

一起师从冯 • 卡门。他讲课讲得非常

是看我们。
我想讲一点故事。我是在上海南

好，待逢他上课，许多不是材料力学的
教师也跟着去听。他上课时，习惯把

洋模范中学读的高中，我的物理、化学、
代数老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003 说成圈点圈圈三，他还有口吃的
毛病；不久他的助教也学着说圈点圈圈

他们讲课时的音容笑貌到现在还在脑

几，甚至学得说话也有点结巴了。这个

海里非常清晰。物理老师给我们讲的

故事显示教师的潜移默化作用有多大，

一个例子，现在我还经常讲给我的学生
听；化学课上完后，我把自己的笔记重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当中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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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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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常常为学生不好好听课生

怎么去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一二

气。身教胜于言教，要为人师表，要真

十年之后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成为

正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而不

工 程 师 ，成 为 科 学 家 ，成 为 社 会 的 栋

是靠说教。我们教研室过去有一位教

梁。现在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也很

师，如果觉得自己一堂课讲得不好，就

为难，负担太重，各种考查和评估逼得

很难受，常常不吃饭，在宿舍里蒙头大

无所适从。交大有一位过去很有影响

睡；我们劝他，他说：误人子弟，男盗女

的校长彭康说过：教师的岗位应该在讲

娼。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是不是都有这

台上，实验室里，图书馆里。现在很多

样的责任感？在讲台上的一举一动，一

教师，尤其大牌教授，不是在开会，就是

言一行，你怎么对待你的教学，就会影

在开会的路上。大学究竟应当用一种

响到学生怎么对待学习。

什么样的氛围去熏陶下一代接班人？

人品只能用人品来培养。教师能
人？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希望教师做怎

第三个问题：怎么培养才？
1964 年前后，我们搞过一次上海机

样的一个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教

床厂调查。提出一个问题：学生要到森

育行政和学校领导要负主要责任，因为

林中去，是给他面包还是猎枪？这个问

指挥棒在他们手里。有人说，现在年轻

题争论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大家都承

教师是三奔一轻，奔钱，奔职称，奔项

认，应该给学生培养能力。但是做起

目 ，轻 学 术 。 我 说 还 要 加 一 条 ，轻 培

来，许多人就想不通了，学生没有知识

养。学校在处理待遇上，是如何掌握培

怎么会有能力呢？结果还是回到要先

养人才是首要或者唯一的任务的？最

传授知识，能力嘛，以后再想办法。几

近看到一份资料，说是一个学校上 100

十年来在教学计划中，哪一门课给多少

个小时课，收益是 3 千元，但是一篇论

课时，争论得很激烈，教学计划也因此

文就奖励 1 万元。其实讲课很难用时
间去衡量，为了讲两个小时课，可以完

不断改来改去。即使如此，在这知识爆
炸的时代，问题还是无法解决。过去我

全不准备，也可以准备一两个星期。要

们不提倡创新，不研究创新，各人在自

求教师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和学校对教

己一门课的范围中看知识和看能力。

师的评价准则有很大关系。现在都看
你的项目多少进款，而教师课上得如何

至于学生到森林中去，干什么？怎么
干？我们自己没有去过，不知道怎样才

没有标准，因此大家只能追求进款，不
追求讲课了。讲课讲的再好也没用。

能够在森林里活下来，问题就在这个地
方。

不能以自己的做人来培养学生的做

有一次我去听一位工作很认真的教师
讲课，他没有带课上要用的资料，是因
为在校外参加一个项目的会议，时间晚
了，来不及回去拿。出现这种现象怪谁
呢？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我认为这个
概念教育行政和学校领导应该深刻的
思考。考进交大的学生应该都是非常
优秀、拔尖的年轻人，我们在 4 年当中

我在上海交大组织了一门新的课：
《创新思维与现代设计》。创新思维是
创新的动力，而成功的创新必须正确设
计，所以设计很重要。我讲的不仅仅是
工程设计，而是把设计定义为人类一切
有目的活动的起点。所谓有目的活动，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设计，一是实
施。创新是一种有目的活动。我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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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一开始也只是想让学生了解我

划里争课时的斗争，可以证实这个论

们知道的这些关系，传授知识嘛！不太
明确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最近才总

断。不过也有人不是这样看，我的机械
零件课程老师沈三多教授，是首位中国

结出来，课程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培养学

籍的锅炉检验师，有非常丰富的工程经

生获取设计需要的知识的能力。创新

验。当时这门课有两个 118 课时，分在

思维也好，现代设计也好，如果从传授

两学期里开。前一个 118 讲课，后一个

知识的角度，要讲和可讲的东西太多，

118 做课程设计。那时刚刚学习苏联，

不要说只有 36 个课时，还要拿出一半

不断有新的苏联书来，他备课非常认

来做作业，就是有 100 个课时，也讲不

真，经常备课到清晨，每次新书来了，就

完。如果一切都围绕培养学生获取设

要把他研究的新体会结合实践经验拿

计知识的能力进行，其实许多内容都可

到课堂上讲。例如，机械零件课里面有

以让学生自己去找，教师讲一点就可以

螺钉连接，已经讲过了，来了新教材，他

了，讲多了，学生反而没有兴趣。我在

有了新体会，就又回过去重讲，一种零

美国的外孙和外孙女，小学二年级时就

件，往往重复讲好几遍。苏联教材里有

让他/她们去图书馆找资料做答卷了。

许多复杂的数学推导，他认为设计不是

网络时代，大学生有各种各样手段可以

数学计算，常常讲不好。学生因为听不

获得我们在教室里用 ppt 讲的那点知

懂，自己推导又十分费劲，对他意见很

识。我在设想，我们这门课，也许只要

大，并且认为他讲的那些体会是废话。

讲 2 个课时也就够了！设计是以已有

在别的班上课的教师，致力于这些推

知识为基础，创新需要的知识无边无

导，讲得很清楚，很受学生欢迎。我那

际，无法用任何教育手段在一个有限时

时是班长，经常代表学生去向他提意

间段里传授给学生。最近买了一本德 见。他反复向我们讲一个道理，他说：
国经典的设计学的书，里面列举作为一 那些老师是把教室的窗子关上，让学生
个设计师，需要具备许多方面的知识， 看不到外面，以为设计就是这么点事，
这些知识应该在成为设计师之前就在 这是愚民政策。我虽然不能理解他的
脑子里了。我打了一个问号，设计师怎

意思，但是也觉得自己看书，自己思考

么可能有那么多知识呢？我认为这本
书的概念已经过时。现在，人要解决某

比听讲有意思，一般辅导课和答疑课都

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很多渠道得到知
识。学生进行创新的时候，他的看家本

一本“天”书：阿切尔康的《机械零件》
（俄文）精装 16 开本，上下两册。家里

领：一是要能够提出问题，因为所谓知
识就是问题的答案；二是要能够通过各

经济不好，我找到许多旧报纸卖了，买
了这两本书。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来

种手段获取答案。我们最后把这门课

会做机械零件课程教师，只是觉得课上

的目标归结为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

讲的许多都能够在里面找到，很有意

力。
究竟学生在学校里应当给予多少

思。沈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因为一直重
复讲那些“废话”，把两个 118 课时都占

知识？等同于要给学生带多少面包，才

了，直到最后，还有一个链传动没有讲，

在森林里够吃。这个问题在传统观点
上是无解的，几十年来各课程在教学计

下课铃响了。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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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一天图书馆门前书摊上来了

条，说：这就是链条，你们自己书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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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课程设计嘛，暑假回家去做，

通过教师讲课得到需要的知识。几十

下学期开学交来就行。这些，当时都作
为他不负责任，不执行教学计划的例

年来，我观察历次教学计划的改革，争
论焦点其实就是这三点。比如，科学社

证，受到许多批判。毕业后，我竟然真

会主义，认为一定要安排那么多课时。

的分配到机械零件教研室工作，而且当

其实学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不可

了他的助教。在我做他助教的几年中，

能受那点说教的影响。再说外语，我们

因为不断听他讲这些，又有机会反复切

国家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一直到（经过

磋，我渐渐明白和接受了他的观点，这

博士后）当了大学教师，出国以前还要

些观点不要说是当时，就是现在，也是

接受强制的外语培训。而真正的外语

被主流意识所反对的。而我，包括我现

能力，是在他需要用外语的时候才可能

在从事的现代设计理论和设计科学方

有长进。有一次，请一位从英国某大学

面的研究，追根溯源，许多概念可以说

回来的教师为一位英国教授的学术报

是受了他的影响。讲一个简单的方面，

告做翻译，他不肯。因为那个大学中国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零件，机械零件课

人很多，他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小圈子

程里最多只讲 8 个，为什么讲这 8 个，其

里，英文也不大讲，对于当场口译就胆

实没有什么道理。只不过是通过案例

怯。后来我只好自己上了。但是怎么

来讲设计中的基本原则。所以讲 8 个

把一门课的基本原则提炼出来，又怎么

和讲 2 个，按照传统观念是大逆不道，

通过 2 个“零件”把它们讲清楚，让学生

其实也未尝不可。基本原则讲清楚了，

接受，是不容易的。往往还需要其他环

学生用相同的原则自学另外 6 个，以至

节配合，例如与这种教学模式相适应的

更多其他零件，都可以抓住要点，遵循

认真编写的教材，精心设计的作业、可

正确的路径深入下去，这就同时培养了

供访问的富有启发性的案例，在“做中

学生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反之，把一
个零件的每一根汗毛都解剖得清清楚

学”的实践条件，头脑风暴式的讨论等

楚，但是没有让学生明白基本原则，学

等。这还涉及到物质条件的建设，如学
生上网的条件，图书馆的知识服务等

生遇到新的零件，把注意力集中在新零

等。许多教师讲了 8 个“零件”，也没有

件的每一根汗毛上，未必能够顺利地掌
握如何设计这个零件。世界上零件有

把一门课的基本原则讲清楚。能不能
做到，关键在于教师自己要有这个领域

千千万万，教师自己也只懂那么几个，
总以为教得越多，对学生越好，实际是

探索客观规律和实践的丰富经验，以及
不断与学生的交流和艰苦思索。这是

不理解什么是设计，什么是设计能力。
创新可能需要的知识捉摸不定，所以在

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劳动，如果这种探

学校里学什么和没有学什么并不重要，

体制认可，讲 300 个课时的收入还顶不

重要的是在学校里要学会怎么在设计

上一篇论文，那么上课就只能是念那些

需要的时候去获取知识。
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三不要：1.

ppt 了。

不要认为学生需要的知识教师自己都

作者：

知道。2.不要认为教师自己知道的学
生一定要知道。3.不要认为学生只能

大教授

索、实践和交流、思索不被评价和考核

谢友柏 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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