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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第一课很重要。同学们静静地坐在电
视机前，在欣赏完 13 分钟的广告后，开始认真收
看可能用来写作文的素材。而家长们则一如观看
春晚一样，在节目结束后各种吐槽。

我也看了，特别是里面有两个科学实验节
目，一个是非牛顿流体的，一个是无壳小鸡孵化
实验。

非牛顿液体的玩法，应该是欧美那边最近开
始流行的，在油管上的视频也吸引过不少观众。

无壳小鸡孵化则是去年一群日本高中生做的
一个实验，希望能够去掉蛋壳、直接观察小鸡孵化
的全过程。因为想法很独特，当时看了新闻后，我
就想，国内的学生们真要做科研的话，就得沿着这
样的创新思路去考虑。简单、能做得出来，适合中
学生甚至小学生，可是又不是一下就能想到，而且
实现的技术细节需要费点脑筋。

《开学第一课》里是邀请了王源来复现该实验
的第一个环节，即从受精了两天的鸡蛋里把蛋黄、
蛋清从鸡蛋中分离出来，放在能直接观察其孵化
过程的薄膜里。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动作，王源在演示的时候
还是失败了两次，录制节目时的失败次数有可能
更多。我的小孩在看的过程不免有些心痛，感叹又
失去了至少两条可能成活的小生命。

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败，可能在现今的教
育系统中也已经悄悄地远离我们的学生。

随着教育设备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多的中小
学实现了更优质、更先进的教育条件。比如，能直
接画画并存储的电子白板以及各种方便交互的多
媒体设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方便老师对知识的
讲授。尤其是现在题海战术的环境下，多媒体设备
带来的高效率，确实帮助老师和学生节省不少讲
授和学习的时间。

据我所知，有些学校在很多基础教育的科学
实验中，或多或少都用多媒体教学替代了传统的
实际实验，比如曾经的物理和化学实验。知识点传
授是到位了，可是学生真的能 get 到点吗？从科学
实验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真能有利于学生养成
好的科学素养吗？

一方面，通过视频演示的结果，观众可以怀疑
其真实性的。因为视频演示往往会有视角的切换，
缺乏连续的实验过程观察。更何况一秒 35 帧的视
频，完全可以做到替换中间若干帧而不被发现。

另一方面，多媒体视频讲解的实验都是完美
的，鲜有讲解失败的实验。

然而，在实际的科学实验中，很多实验都可能
会失败。比如王源做的小鸡孵化实验。由于鸡蛋已
经受精，所以，内部已经有一些膨胀，如何把蛋黄、

蛋清从打好孔的鸡蛋中不受损伤地分离出来，也
需要一些小的技巧，才能保证后面的小鸡能成功
孵化，并非是有了想法就必定会成功的。

然而，在多媒体教学面前，这些曾经的失败都
失落了，只有成功与完美。

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时间。现在中学
的课程都得尽量往前赶。老师在教学安排上需要
按进度、按时间节点走，甚至加快走，不然容易落
后于周边学校。更何况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是很多
学校评估的第一准绳。实验失败太浪费时间又不
计入考核，还有可能丢老师的面子，还不如用多媒
体教学来得容易。

但这对于学生来说，也就缺少了体会失败的
经历，这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是学生知其然但不知
其所以然。

学生如果不经历失败的过程，可能不容易注
意到科学实验中细节的重要性，以及对导致失败
各种因素的充分考虑。在心理素质的培养方面，也
可能少了让学生承受科学实验中遭受失败的能
力。而这些却又都是未来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要
养成的科学素养。更重要的是，科学实验是可能帮
助发现新的规律和打破固有的经验及常识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让学生体验“失落的失败”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herus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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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导师群体中，有些导师在招生上靠
拉学生，而维系师生关系靠扣学生。那么，什么样
的导师最可能拉学生、扣学生？

《西游记》中有答案。孙悟空先后拜菩提祖师
和唐僧为师，像唐僧那样的导师必然拉学生、扣学
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菩提祖师不仅不拉
不扣学生，反而近乎绝情地赶学生。

菩提与悟空的师生关系是如何建立的？悟空
“漂洋过海，登界游方”，花了十数个年头，找到菩
提所在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一见到菩提，
立马“倒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口中只道：‘师父，
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菩提招学生，
不打广告，虽在偏僻破烂小学校，仍有最好学生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菩提赶学生，称得上史上最“绝情”。他见悟空

掌握了筋斗云和七十二般变化，达到毕业要求后，
不仅不留，反而以性命威胁，要赶悟空走：“你快回
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菩提的“绝情”
令悟空满心欢喜和得意，一路高歌径回东胜：“去
时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轻体亦轻。举世无人肯立
志，立志修玄玄自明。”

菩提祖师给人启示：牛导师绝不会拉学生，完
全为学生好的导师绝不会扣学生。

反观唐僧，他是如何收悟空为徒的？表面看唐
僧并没有拉悟空，是悟空心甘情愿拜他为师的，但
实质上，唐僧收悟空为徒的内幕极不光彩———活
像一曲现代版精心设计的英雄救美、再诱美人心
甘情愿以身相许的“狗血剧”。

观音上东土寻取经人，途中“特留残步看你”，
即刻意经过悟空被压的五行山。悟空被压在此山

“五百余年了，不能展挣”，“在此度日如年，更无一
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此时此刻，要是有人“救我
老孙一救”，老孙绝对百分百“情愿修行”（内心里
肯定是不愿修行的）。

观音当然完全可以救悟空，但她要把这个人
情让唐僧来做。当观音告诉悟空会安排一个取经
人来救他并问他可否“跟他做个徒弟”时，悟空点
头如捣蒜般“愿去，愿去！”就这样，悟空像一位漂
亮姑娘看似自愿实则无奈，嫁给了一个根本没见
过面，也完全不了解的陌生男人一样，作为弟子许

给了唐僧。
唐僧扣学生之狠堪称一绝。唐僧领悟空西行

没几天就因理念不合而把悟空气跑了，师生关系
注定即将结束。

关键时刻，唐僧同样在观音的预谋和设计下，
引诱悟空戴了顶嵌金花帽。从此，唐僧只要把紧箍
咒儿一念，悟空马上“痛得打滚”。唐僧得意地拷问

“你今番可听我教诲了”，悟空除了回答“听教了”，
并跪下哀告“我愿保你，再无退悔之意了”，别无选
择；唐僧勒令悟空：“既如此，伏侍我上马去也。”唐
僧就是这样靠紧箍咒逼悟空听他、尊重他、保护
他、服侍他，从而维系师生关系的。

其实，唐僧的所有徒弟都是靠这种“见不得
人、上不得台面”的计谋拉来的、扣住的。

唐僧为什么如此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拉学
生、扣学生？

其一，水平太低，本不够格当导师，但又当上
了导师，不拉学生怎么招到学生？好不容易招来学
生后，如不扣得紧，学生早晚不得离自己而去？唐
僧若有菩提祖师那样的本事，当然一样可以从容
地酒香不怕巷子深、任你东西南北风。

凭什么说唐僧不配当导师？先看唐僧能教什
么。不难看出，唐僧似乎不能教人做什么，只会叫
人不做什么。

纯粹从学问看，唐僧的佛学素养和水平比悟
空也要差好几个年级甚至好几层学历，取经路上，
是唐僧经常受悟空点化。例如，唐僧开始踏上取经
路时，乌巢禅师传授他一部《心经》，对他说：“佛在
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身为佛家高僧和
人师，唐僧居然始终不理解这话的意思。一路上，
悟空不断点醒唐僧：“只要你见性志成，念念回首
处，即是灵山！”唐僧直到抵达灵山后，才在悟空的
点化下最终搞明白。

至于独立工作能力，就更不用说了，唐僧比悟
空差了至少十万八千里。

其二，水平很低、能力极差但又拿到大项目，
特别是，拿到的项目不用脑子只用跑腿和动手，对
学生无益但对导师有利。这样的项目，再弱智的学
生都不愿参与，拉扣学生成为导师的必然选择。

唐僧承担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西天取经”项

目，这个项目不是科研项目，充其量是个修桥铺路
般的工程项目，没有学术含量，但名利双收。

想一想唐僧扣住悟空为什么只紧箍悟空的脑
子而不束缚悟空的手脚就知道，因为这个项目不
靠脑子，只要体力和武力就行了。

其三，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或本身有一官半职，
这一点至关重要。

唐僧背景硬、关系广，前世今生、天上人间的
背景和关系都很硬很广。他前世是如来的二弟子
金蝉子，今生是唐王李世民的结拜兄弟。因此，唐
僧的最大特长不是做学问，而是拿大项目。有了大
项目，水平再低当然也可当导师。

这样的导师，即使在今天，所有研究生也都应
该先由他挑，而他挑中的学生，除了从一而终，别
无选择。悟空多次离唐僧而去，但最终都乖乖地回
到了唐僧身边。八戒嘴边常常说散伙、各奔前程，
但他终究只是过过嘴瘾。

如果纯粹靠拉建立师生关系、靠扣维系师生
关系，那么最后的结局不言而喻。菩提与悟空之间
的师生关系单纯而清爽，最后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于江湖，而唐僧与悟空之间的师生关系从确立到
最终完成取经任务各有归宿，一路紧张，几度散
伙，纯粹靠官方力量勉强维持。

反观现实，紧张的师生关系也依然存在，导师
拉学生、扣学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http：//blog.sciencenet.cn/u/SoSoliton）

导师“拉扣”学生为哪般
姻文双春

经历失败也是一件好事
张军平

或许，任何领域的创新在最开
始的阶段都会遭到压制。冯·诺依曼
也未能幸免。

诺依曼在原子弹项目中负责用
炸药爆轰驱动铀块，本是外行的他
却创新了炸药爆轰理论，遭到炸药
界顶级大牛 M.A.库克激烈反对。

库克是犹他州大学教授，炸药
理论权威，其名著 《猛炸药学》和

《工业炸药学》是传世经典，也都被
译成了中文。库克在应用领域也成
果骄人，发明了民用炸药的一大系
列“浆状炸药”，把炸药制成凹反射
镜状，爆炸后汇聚成高速金属射流
穿透钢板。

而当诺依曼从天而降，炸药界
便波澜不断。库克先数“帽子”：洛斯
阿拉莫斯实验室顾问、美国科学院
院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
等看完诺依曼简历后，库克却笑了：
没有任何炸药学术背景，完全是个

“菜鸟”。
库克先进行表态———“热烈欢

迎院士光临指导工作”。诺依曼开始
指导了：炸药爆轰理论的前提不对，
化学反应不可能“速度无限大”。听
众愕然：这理论我们用了几十年，计
算炮弹炸弹土石方工程从来没有出
过问题。

库克心想这院士真是不读书不
看报，连《炸药入门》都没读过。

有人建议安排一个实验，让院
士增加点感性认识，亲身感受一下
炸药爆炸“速度无限大”。

诺依曼也纳闷：中学生都知道
化学反应需要时间，这些教授怎么
不明白。

诺依曼继续指导：原理论的框
架可以保留，但应该把化学反应速
度无限大改为有限速度，建立起新
的 ZND 模型（爆轰模型）。众人本来
坚信“速度无限大”，当知道 ZND 模
型只是个人想法尚未发表时，会场
哗然了：先发几篇有影响力的 SCI
论文再说吧。

此时太平洋上战况惨烈，日军
用逐岛防御战术和美军死缠，美军
虽节节胜利却承受不起人员重大伤
亡的现状。最后，还是洛斯阿拉莫斯
用 ZND 模型设计了原子弹，爆炸成
功。也正是这次原子弹轰鸣，吓得日
本天皇御容失色，赶快认输投降。但
库克可不怕核武器，坚决死守“速度
无限大”。

而诺依曼到炸药界“指导工作”
完了就走人了，此后再未接触过炸
药，ZND 模型在他的科学生涯中只
算个小插曲。

但 ZND 模型却给库克惹了个
大麻烦。库克的全部著述文章、成果
专利、经费申请、在研项目等等但凡
涉及爆轰 理 论 的部 分 都 得重 新 改
写。于是，库克就发文章商榷“速度
无限大”。

但遗憾的是，诺依曼 1957 年驾
鹤西去，库克的商榷便不了了之。

随后，库克又深挖出 ZND 模型
的一个“重大问题”：ZND 模型的
爆轰波尖峰不可能存在! 此论断写
入 1958 年出版的《猛炸药学》。

虽然此时诺依曼已天人永隔，
提出 ZND 模型的还有 Z，苏联学者
泽里多维奇，供职于苏联的“洛斯阿
拉莫斯”。Z 和学生发扬战斗民族精
神迎接挑战，实验测到了爆轰波尖
峰，命名为诺依曼尖峰 （N Peak）。
1972 年，Z 的学生出了本《凝聚介质
中的爆轰波》，批评库克不顾实验事
实，毫无道理地反对 ZND 模型。

库克则采取鸵
鸟 政 策 ，1974 年 的

《工业炸药学》仍坚
持诺依曼尖峰不存
在理论。

此时 ZND 模型
已成为爆轰科学主
流，美国洛斯阿拉莫
斯根本就不理会库
克的纠缠，1979 年出
版了名著《爆轰》，系
统论证了以诺依曼
尖峰为特征的爆轰
波构型。

诺依曼尖峰突
兀而起，库克在爆轰
领域消失了。只在炸
药界风光依旧。

Z、Z 的学生、Z
学生的学生，从上
世 纪 50 年 代 到 改
革 开 放 多 次 来 华 ，
教 中 国 人 ZND 模
型。台下的听众中，
坐着十几位研究爆
轰 的 两 院 院 士 ，其
中 五 位 两 弹 元 勋 。
中国也有了“洛斯
阿拉莫斯”。

ZND 模型继承
了 原 理 论 框 架 ，只
把化学反应“速度
无限大”改为有限
速度。就这一变革，
由 诺 依 曼 领 衔 、挟
原子弹声威、美苏
中三个核大国“洛
斯阿拉莫斯”团队，
用了整整 30 年。

不同学术观点
有 争 论 很 正 常 ，但
库克坚持“化学反应速度无限大”这
种常识性错误，不承认实验事实则
违背了起码的科学准则。不过，库克
敢于公开发表，还不失绅士风度。

诺依曼受压制丝毫未影响他的
风光人生。试想，如果只是一个草根
科学家提出 ZND 模型，库克的压制
或许能让他受尽苦难、潦倒终身。

可以说，诺依曼到炸药界“指导
工作”时，爆轰物理有两个先天缺
陷：化学反应速度无限大和忽略输
运效应爆轰产物熵极小。诺依曼克
服了第一个缺陷，把第二个缺陷留
给了后人。

半个多世纪了，还不知上天还
会安排何人来克服这违背熵原理的
第二个缺陷，是再让“诺依曼”重演
三十年喜剧，还是派个草根来经历
八十一劫苦难？

（http：//blog.sciencenet.cn/u/hu
sh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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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四大绝活是什么
郑永军

自古为师难，没几把刷子，不掌握几门绝活，
还真不好意思在教育口里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
的绝活，譬如相声的四项绝活是说、学、逗、唱。教
师的绝活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扶烂泥、雕朽木、
翻咸鱼、烫死猪。追根溯源，教师的这四门绝活，均
由孔子发明。

有一个段子。老师问小明：为什么上课睡觉？
小明：下课太吵了根本睡不着。第二天，小明上课
睡觉，又被老师抓到。老师：为什么上课老睡觉？小
明：我对这个世界非常厌倦，我只是想一个人趴桌
子上静一静。用佛家的话来说，我这叫冥想。道家
的话来说这叫入定。老师：上课睡觉你也能说得这
么清新脱俗，滚出去！

没人睡觉的课堂，不叫课堂。
若问此风何处来？鲁国春秋大杏坛。孔老师在

杏坛上滔滔不绝地讲课，弟子宰予在底下呼呼睡
大觉。孔老师很生气，吼了一嗓子：“朽木不可雕
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
冶长》）。

孔老师课堂一声吼，扶烂泥和雕朽木，这两项
教学法的专利授权了。

或许，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老师的主要任务
是跟学渣们斗智斗勇。

一些学生上课不听话，作业不完成。老师不知
找他们谈了多少回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严
厉批评的，也有亲自鼓励的，但无论什么方法貌似
都不奏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这样的学
生，或许每位老师都遇到过。

孔老师的学校里也有学渣。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孔老师教书育人几十年，弟子三千，怎么会遇
不到几个学渣呢？！

子路刚入校时，头上戴着一撮公鸡毛，胸前
挂着公猪的獠牙，这身打扮，典型的社会小混混
的标配啊。

而宰予不仅课堂睡觉，还喜欢举手抢答，总给
老师提一些刁钻古怪问题，喜欢课堂上捣乱。

比如有一次，孔老师正在讲“仁”的深奥义理，
宰予举手提问：老师，如果告诉一个仁者，另一个
仁者掉进井里了，这个人该不该跳下去救人？孔老
师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哲学难题，是
宰予给自己挖的坑。因为这个仁者如果跳下去救
人必死无疑，如不跳下去呢，就是见死不救啊。孔
老师的功力深厚道业深啊，草草答道：“何为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可欺也，不可罔也。”（《论
语·雍也》）。幸亏孔老师课堂经验丰富啊，没陷进
宰予的“井有仁”的坑里。

还有一次，孔老师正在讲丧礼的学问，宰予举
手提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宰予课堂提问，故意搞老师的难堪，惹得孔老
师非常不爽。“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
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
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孔老师教书育人几十年，烫死猪、斗学渣的绝
活，肯定没少干。我猜测，学丑不外扬，在整理出版
课堂笔记《论语》时，许多负面的课堂记录，被学弟
们给删掉了。

翻咸鱼，更是孔老师的拿手绝活。他老人家门
下的三千弟子，大都是平民子弟出身。在他老人家
精心调教下，弟子们从普通的贩夫走卒，建功立
业、成圣成贤。

就连宰予这样的学渣，也能学业有成。据《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宰予后来做齐国临淄的
大夫，唐开元二十七年，宰予被追封为“齐侯”。宋
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临淄公”。南宋咸淳三年再
进封为“齐公”。

孔门弟子三千，圣贤七十二。一个个鲜活的咸
鱼翻身的例子，诠释了啥叫“教育改变命运”。

（http：//blog.sciencenet.cn/u/zhengyongj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