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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了新一轮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咨询会，一位老教授的发
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说现在一
些学生连基本的自学能力都没有，
不懂得如何学习。另一位资深教授
提出佐证，他主讲的一门课与教材
内容区别比较大，许多学生不知道
记笔记，一些同学只是用手机拍
照，另一些同学只把部分要点记在
教材空白处，连课堂笔记本都没
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笔记可
以加深记忆，帮助理解，便于复习
巩固，是重要的学习方法，大学生
难道不清楚？

今年年初，我参加了教师资格
证考试的面试工作，考证对象都是
师范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书
写差、倒笔画、不会朗读。最令人忧
虑的是一些学生不能紧扣问题进
行教学，不会自主设计问题，知识
面狭窄，理解没有深度。在没有教
学参考书与手机百度的帮助时，许
多学生茫然失措，不知道该怎么
讲。一些学生既不自主研读中学教
材，也不钻研教学方法，而是去上
培训班，学的都是华而不实的套
路，讲课就像演戏，呆板僵化，让人
忧心。近些年，我的课堂教学都采
用探究式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带着
问题看教材与参考书，带着问题进
课堂。课堂上先由学生讲，然后现
场研讨，我再补充拓展。能适应这
种教学方法的学生不超过1/3，许
多学生不读指定的参考书，不懂得
预习，不参与研讨。

学习能力是什么？主要是学习
方法与技巧，依据通行的说法，一
般包括专注力、成就感、自信心、思
维灵活度、独立性和反思力。古话
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与其传授人既有的知识，不如传授
学习知识的方法。学习能力比获取
知识更重要，获取知识的方法又比
知识本身更重要，这是世人皆知的
教育原则，学生难道不明白吗？当
然，学生不懂得学习方法与技巧，
不是大学造成的，而是既往的、不
正确的学习方式与习惯的延续。如
果不在中小学就培养学习能力，习
惯于填鸭式教育，满足于知识的识
记，不懂得举一反三的道理，上大
学就变成了高中的接续。

应试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精准
记忆，同时要求快速准确地表达，
只有这样才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取
高分，进入名校。考高分需要的是
专注力与反复的练习，至于自信心
与学习成就感，不是从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来，而是从
高分中获取，从高排名上体现。从
知识的宽度与能力的深度上看，是
经不起推敲的，到大学马上现出原
形，进入社会则出现高分低能现
象。至于思维灵活度、独立性和反
思力，在应试教育中往往是不重要
的，独立性与反思力甚至可以导致
考生与高分无缘，因为这与标准答
案不相符合。

为了考高分，学生不仅要在课

堂上接受老师的满堂灌，课下还要
大量背诵、做题，力图精准掌握每
一个考点。考试除了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的考核外，还有一部分有区
分度的难题，这是大课堂教学无法
解决的，学生还得上各种培训班，
记忆各种“必读”“宝典”，做许多高
难度的“真题”。可怜的课余时间被
填得满满的，没有时间可以支配，
怎么可能培养学习能力呢？一方
面，教师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学生又不能自主培养，
欠缺是必然的。一些学生养成了培
训依赖症，读大学还要寻求培训，
这是大学里各种培训班红火的原
因。

另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是不
断复习。有的学校要求两轮复习，
有的则要求三轮。复习就是炒剩
饭，没有新的知识与技能，也没有
什么创新思维，更不讲究质疑与反
思，仍然不断地做习题、考试，学生
的精力都投入到做题上来，对知识
点形成机械记忆，这样少犯错，速
度还快。大约30年前，高中老师就
是这样对付高考的。记得当时英语
考试有30道单选题，15分，在速度
最快的时候，我只用5分钟就搞定
了，许多题看都不用看，直接填答
案就行，因为太熟了。这种方法确
实可以得高分，但对英语能力的提
高毫无裨益，听不懂，不会说，更不
会写。英语是拿来用的，要这样的
哑巴英语有什么用！这些年来，英
语一直是我过不去的坎，是我挥之
不去的梦魇。

近年来，也有一些中学的校
长、老师深知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
重要性，采取翻转课堂的方式，提
倡“围坐”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等教
学方法，以期激发学生的主体意
识，提高学习积极性，改变长期被
动学习的局面，变“要我学”为“我
要学”。本身是很好的尝试，也取
得了一些教学成果，但在应试教
育面前，尝试显得苍白无力。有的
教师可能是担心不好驾驭课堂，
家长则担心影响分数，学生则是
不习惯。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功利
角度反对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却
不知道它对提高学习能力、培养
学习兴趣、增强后劲的巨大作用。
在终身学习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
老师仍然坚持灌输式教学方法，学
生死抱被动学习模式，这是多么可
怕的事！

不能指望学生进入大学甚至
社会才明白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学
习能力的培养要从小开始，幼儿
园、小学就要进行，家庭、社会也要
成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主战场。
要改变以知识记忆为主的考核模
式，探索促进学习能力养成的考试
方式。教师要改变以知识灌输为主
的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使学生养成大胆质疑、
小心求证的探索精神。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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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事，有的人，真的
很难忘记，虽然只是匆匆
的一面。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
环内，有一个养老院，是一
座四合院改造的，空间有
限，只能接纳二十几位老
人。看中这家养老院的，都
是看中了它的地理位置和
专业养老条件不错。如果
住进去，晚辈来探望，没几
步路，抬脚就到，也方便。
自然，价钱不便宜，每人的
基本养老费用每月是一万
元。

去年夏天，我曾经去
过那里一次。那天，天很
热，但天气不错，我陪朋友
去看望他的师傅。我不认
识他的师傅，跟他去那里，
有私心，顺便也想为自己
看看那个养老院的情况如
何。因为我也已经迈进老
年的门槛，孩子又在国外，
养老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别
人的事情，而是和自己切
肤相关。

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北
京四合院，进门有影壁，左
右有东西厢房，正房两侧
各有一块空地，分别植有
花草和藤萝，对面有倒座
房。院子很宽敞，四周有抄
手回廊，都涂上了鲜亮的
红颜色，很是喜庆。

刚进大门，便在院子
里见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
太太坐在轮椅上，正在大
槐树的阴凉下面摇着一个
大芭蕉扇乘凉。老太太很
时髦，上穿一件黑色横罗
小褂，下穿一条府绸的花
裤子，足蹬一双千层底的
绣花鞋。

朋友见到老太太，大
老远就高声叫奶奶，然后，
转过头笑眯眯地问我：你
猜奶奶多大年纪了？看那
样子，怎么也得有八十岁
以上了。我这样猜。听完我
的话，朋友接着笑，那奶奶
也跟着笑，竟然耳朵一点
都不背。朋友竖着两个巴
掌的手指对我说：一百零
四岁啦！

我说，这我可真没有
想到。一点都不像！

朋友接着说，你没有
想到的，在后面呢！

朋友对老奶奶说了
句，我先进去看看我师傅
去，回头再和您聊！

老奶奶冲他摆摆手。
朋友领我走进靠北头的一
间东房。里面摆着两张单
人床，家具设备一应俱全。
电视开着，嗡嗡响着，紧里
面的床上，一个男人躺着
正在睡觉。朋友指着那男
人对我说，你绝对想不到，
这是我师傅，就是那位老
奶奶的儿子，今年整84岁。
没等我反应，他又说，你更
想不到，老奶奶二十岁生
下我师傅，她丈夫就离开
她到缅甸去了，在那边又
结婚成了家，再也没有回
来过。我师傅是老奶奶一
手带大的，奶奶吃的苦，就
没法说了。最苦的是我师
傅小时候，奶奶给人家当
老妈子，没饭吃的时候，沿
街还要过饭。都熬过来了，
真了不得！

我忍不住回过头，透
过窗玻璃，看看院子里乘

凉的老奶奶。一个女人的
一生，这么快，就要走完
了。都说人生如梦，她的这
一生是像一出梦一样的大
戏，再怎么苦、怎么悲、怎
么不容易，老了老了，能住
进这么好的养老院，成了
她一生大戏最好的收尾。
并不是所有的人到老了之
后，都能有这样一个幸福
的尾声。屋子里显得格外
安静，只有朋友的师傅微
微的鼾声，院子里那棵大
槐树上的蝉鸣一下子响亮
了起来。

现在，我师傅的身体
还不如老太太呢。我师傅
神志不清瘫痪在床，奶奶
只是行动不行，脑子没事。

朋友的话，我没有听
进去，我有些走神。一个女
人，从二十岁带着一个孩
子，再没有结婚，苦巴巴把
孩子带大，多么不容易。同
时，我在想，两个老人同时
住进这样好的养老院，每
月基本开销就是两万元
呢，对于一般家庭，这不是
小数目，能够拿得出这么
多钱的，只能是他们的后
代。他们就容易吗？

我把疑问抛给朋友，
他感慨地说，这多亏了我
师傅的孙子！他知道他太
奶奶的经历，老早就表示
过了，太奶奶养老的事，他
负责到底了。没有想到，他
爷爷的病比他太奶奶来得
还快、还重。孙子说，索性
把两位老人一起送进养老
院，两人相互依靠了一辈
子，就还让他们相互照应，
这样对爷爷、对太奶奶养
病、养老都有好处。孩子们
平常上班忙，也好放心。这
养老院就是他找的！

算一算，孙子也往四
十上奔了，能做到这样，不
容易。不要和那些啃老族
比，就是跟一般年轻人比，
即使有经济条件，一般也
是疼小不疼老。孩子的孝
心，一般时候看不分明，到
了老人真的不行了，不得
不住进养老院的时候，才
会出水看见两腿的泥！

孙子不错，也得说是
孙子媳妇不错。一般孙子
愿意，媳妇要是别扭着，这
事也难办成！我感慨地对
朋友说。

是啊，媳妇也是通情
达理的人，他们小两口都
是被老奶奶这一辈子感动
了。他们说，自己现在再受
苦，能苦过太奶奶当初吗？
他们发誓，一定尽自己最
大的力量，让爷爷和太奶
奶住进最好的养老院，多
活几年，过好晚年！

这时候，老奶奶自己
摇着轮椅走进屋来，问道：
你师傅还没醒？叫醒他，睡
的时候不短了！朋友对老
奶奶说，不急，看我师傅睡
得挺香，让他再睡会儿。老
奶奶往床上望望，乐了，说
道：兴是做梦呢!我们两人
也跟着乐了起来。树荫透
过两层窗玻璃洒进来，摇
曳得满屋都是温馨斑驳的
绿色。蝉声更响了。

那一幕，多么的温馨
动人，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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