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
演讲 洪兰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外音话

日前，在由世外教育集团主办的“世家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美国加州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
洪兰教授做了题为《大脑的秘密》主题讲座，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应该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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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是正确的求学之道

语录言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为什么学古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人生
■ 楼宇烈

演讲听

85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
烈先生近日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中 ，以
《琴艺与琴道》为题，讲述了古琴的传承
和发展。

琴艺不是简单的技艺

琴艺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特殊的艺术。中国文
化有琴棋书画，琴这个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
特殊的，它不是大众化的，也不是表演性的。那么
琴是用来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历史上讲“士无
故不撤琴瑟”？作为一个读书人，没有道理把琴撤
掉。读书人必须是“左琴右书”，为什么呢？因为琴
的艺术里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它是人生的自我修
养，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寻觅知音的要
素。所以，我们学琴，不是为了学一门技艺，是为
了提升自己的人生。

学过琴的人都会在琴里感受到一种安静、专
一、中正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琴艺不是简
单的技艺。

我们古人最早提到琴， 比如汉代的一本书
叫《白虎通》，其中说到“琴者，禁也”，把琴和正
直联系在一起，不去走邪门歪道。我觉得“琴”和
“禁”是同音的字。所以，古琴可以磨炼我们的信
心，锻炼我们的技艺，提高我们的人品。这也是
中国文化中一个根本特点， 对我们来说， 精通
“艺”是为什么？是为了培养人格、铸就人格、提
升人格。

我最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短片，是介绍滇式
风筝艺术传人的。他说扎风筝，要想风筝飞得高
和远，一定要把风筝扎得中、正，只有“中正”，风
筝才能飞得高和远。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做人
要走得远，就一定要中正，所谓“中正平直，方得
始终”。通过这位扎风筝的艺人，我们就能体会
到应该怎么样去做人。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可
以从中看出艺术是可以提升人生的。

古琴的记谱方法是独有的

古琴的记谱方法是独有的，只有古琴才有这种
记谱方法， 这就是“减字谱”。 从古琴的历史发展
来看，古琴最初的记谱是通过文字。所谓“文字
谱”，就是讲一个故事，成为一个故事情节，然后
弹琴的人根据故事情节演绎，所以“文字谱”没有
固定的谱子。一直到了唐代，才有了真正的记录
方法，叫“减字谱”，就是把我们汉字里的很多笔画
省略了，留下一些笔画做成一个个记号，来记载古
琴的弹奏方法。

减字谱在世界音乐历史上也是最早的记谱方
法。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记谱方法是五线
谱和简谱。减字谱在公元 7世纪唐代的时候基本上
已经成型， 而意大利的五线谱到十几世纪才有，法
国的简谱也是在十几世纪才有的。

减字谱中所包含的信息，是任何其他记谱方
法不能替代的。我们如果懂减字谱，一看这个减
字谱，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弹哪个弦位和徽
位，就可以知道我现在应该按哪个手指，小指一
般是不用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手指
怎么用。这个地方是用右手的手指，还是用左手
的手指？右手的手指是用来拨弦的，左手的手指
是为了移动的。这个减字谱能够明明白白地告诉
我们，用右手的哪个手指，或者左手的哪个手指，

拨哪根弦。

这其中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不像五线谱、简
谱那么死板， 而是有很多的灵活性， 弹奏可以
有很多的发挥余地。为什么会形成杂谱，会形成
各种琴派？其中有各种因素，包括地区的因素、

自身的因素，当然还有琴谱的传承因素，因而形
成了各种的琴派。 我们现在要继承古琴文化，

不能够抛掉减字谱这种专门针对古琴的记谱
方法。

中国古代音乐是非常发达的，它最早与天文地
理、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与十二律例联系在一起，与
天象和气候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对于记谱的方法，

除了古琴减字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谱就是“工
尺”。工尺谱的成熟也是在唐代，其应用更加广泛。

我们所有的乐器， 不管是胡琴、 琵琶还是笛子、唢
呐，用的都是工尺谱，我们所有的戏曲唱腔也都是
用工尺谱，所以它的应用面比古琴的减字谱要广泛
得多。可惜，如今能够用工尺谱来演奏、来唱歌的人
已经非常少了。

古琴与中国哲学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副对联：“青山不墨千秋画，

绿水无弦万古琴。” 这副对联我续了两句：“活色生
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意思是说，人永远在
天地面前，要好好向天地学习。

古琴是一种道和艺相统一的文化，我们一方面
要努力学艺，一方面也要努力学道。艺学再精，忘记
了求道，就叫“玩物丧志”。反过来我们也不能空谈
道，道也是通过艺来传达的。

俞伯牙把艺寄托在琴声里， 通过琴声传达，

又能让钟子期领悟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
么这首曲子叫《高山流水》？仁者若山，智者若水。

人要做到像高山一样稳重， 也要像流水一样智
慧，所以高山流水就比喻很深奥的道，一曲“高山
流水”把俞伯牙心里想的寄托在琴声里，通过琴
声让钟子期领会到他的想法， 这既要高超的琴
艺，也要有高超的道义。

所以我想， 中国的文化在道义中。 中国人讲，

“古画画意不画形”，这个不是说画形不重要，而是
通过你的画意表达出来，让人领会和把握。现在有
的人胡乱地画， 这能够让人感受到你心里的追求
吗？ 很多的抽象画派就是错误理解了这种思想。

“艺”和“道”同样的重要，只有高深的艺才能够得心
应手，这个艺也是很重要的。

在“道”和“艺”这两个方面，我提出了两个理
念。我们要以道统艺，不要简单的玩物丧志；通过
“艺”来提升“道”的层面，由艺臻道，将“道”和
“艺”相互统一起来。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邓伟志

不久前，上海大学终身教授
邓伟志来到上海海洋大学“海韵
讲座”， 和大学生们分享了如何
才是正确的求学之道。

我对如何求学有以下几点想法，供大
家参考。

一、上下求索。

做学问要上下求索。 屈原讲：“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是读已出版
的书籍、经典，这是站在前人肩上攀登科学高
峰；“下”，是下到源头，即深入实际。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是生动活泼的现实
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要读“有字
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既要有“书卷气”，又
要有“泥土气”，两者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面。

二、博览群书。

什么叫博览？一是数量要多，二是正面
的、反面的，不同学派、不同流派的书都要读。

为什么要博览？要为国家建设出力，总得
拿出些高见来。不高于人家的见解算不上“高
见”，不知道人家有什么高见，更谈不上自己
能有高见，因此必须以牛角挂书、囊萤映雪的
精神博览群书，学到高人的高见，再把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更上一层楼，建树自己的高见。

三、大胆质疑。

博览群书之后，必定会生疑。生疑之后
存疑，存疑之后质疑，反复质疑之后才能产
生解疑的方法。做学问要敢于挑战常识、挑
战权威、挑战“不可能”，敢入无人之境、敢
闯未知领域、敢破“未解之谜”， 做学问要
善于对新问题、新发现进行研究，提出新解
释、构建新理论。疑的结果可以是肯定，也
可以是否定。疑后的肯定是进步，疑后的否
定也是进步，很可能是更大的进步。

四、多方求教。

学问是问出来的。有疑必去问，要以甘拜
下风的求教姿态去问，充满诚意地向一切有识
之士去问。敏而好学，既要“不耻下问”，更要努
力“上问”，在学校里学生首先要求教于老师。

当然，教师不是万能的，“弟子不必不
如师”也是正常的。学生对老师的讲解有
不同看法要当面提出，当面质疑。在课堂
上公开讨论，切磋琢磨，大家受益。

五、引发思考。

在多读、多问之后，包括在多读、多问的过
程中，都会引发思考。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
而不消化。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不
思考就会陷入迷茫。 知识分子不是 “知道分
子”。知道是第一步，经过思考，对所知道的进
行过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工制作，重新
组合，才能变成自己的认识，才堪称知识分子。

思考不会使人迷茫，这只不过是最低要求，

思考的最佳效果是聪明、睿智。思考不是胡思乱
想，要讲究逻辑思维，把概念、判断、推理搞清楚，

再从若干命题中直接得出一个新命题。这种命
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相结合的“思维形式”，才容
易做到“螺旋式上升”，形成高超的新见解。

五、顺理成“章”。

思路初步理清楚以后，如果不写，会自
以为差不多了；如写，也许会发现有不尽之
处，会发现逻辑有点混乱。所以一定要写，

边写还要边搜集资料，写出初稿后，继续思
考，继续搜集资料，莫指望一蹴而就。

文章是改出来的， 笔杆子是练出来
的。多练笔定会成为大“秀才”。

六、勇于创新。

从本质上来说，每个人都有创造发明的
基因。人的内因决定我们有不断挑战自己极
限的可能。从外因看，你们所在的大学就是一
个让年轻人充分展示、尽情释放、激烈碰撞各
种奇思妙想的集散地，是创新的源头。学术思
想自由的大学校园，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创新
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新概念、新理论、新方
法、新技术、新设计、新发明层出不穷。内因与
外因决定了大学生完全有可能把创新变成
现实，干就干成一流，做就做到极致。

七、坚持真理。

创新之路不会平坦。“新”与“旧”天然是
一对矛盾， 旧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

要创新，就必须经得起来自于“旧”的冲击。

马克思说：“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真
理的发现者要义不容辞地做真理的捍卫者。

八、团队协作。

随着科学的进展，学科越分越细。现在
文、理合计已有上万门学科。细化的好处是
容易深化，不足之处是容易“攻其一点，不及
其余”。 而当今的科学难题恰恰需要综合协
作，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点燃创新
的火花，互补互动，思维共振，聚光成灯。

当然，团队也有副作用，就是难免会
有矛盾， 这就要求团队成员要有互帮互
学、互谅互让，小我融入大我的团队精神。

九、心系家国。

求学的动机是孜孜以求的目标, 也是
自强不息的动力。责任和担当的力度取决
于动机的纯度。动机是读书、求教、思考、

创新等一系列环节的总开关。

真心求学的青年应当心系家国，甘于奉
献，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创新的理想融
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让自己闪耀的青春
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让自己的人生同民族
的命运紧密相连。“为人民做学问”，才是崇高
的动机，才是高远的价值追求，才有无穷的力
量，也才能在学术上做出巨大贡献。

（本报记者徐蓓整理，内容有删减）

“进博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多关注。一方
面， 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任何举措不仅影
响中国，也会影响世界。另一方面，因为进
博会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办的进口博览
会，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它给几乎所有与
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新机
会、新平台，有利于全球化和国际发展。”

———近日，中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
前副行长林毅夫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这样谈进博会。

“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特别’：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当
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
个科技工作者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在 2019年国际宇航大会上，86岁
的戚发轫院士获得了 2019年度国际宇航
联合会“名人堂”奖项。该奖项旨在表彰对
推动空间科学技术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戚发轫院士曾这样谈及载人航天精神。

“早在 30多年之前，我就有幸和北京
天文台的中国天文学家们一起合作。我们
曾经和来自俄罗斯、中国、欧洲、南美的科
学家一起合作过。 因此我想再强调一下，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日前，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 瑞士天体物理学家米歇尔·马约尔来
到上海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书籍不能等同于其他的任何商品，书籍
不应该受到一般市场规则的约束。 书籍在法
国文化和创意产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因为此，在法国，书店总是受益于公共政策
的保护，成为法国文化产业中的例外。”

———近日，“2019成都国际书店论坛”

在成都开幕，今年的主宾国是法国。法国
驻成都总领事白屿淞在致辞中这样表示。

“网络直播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
在门诊一天最多也就看 100多个人，也不
可能每个人都讲得特别细。 但是直播科
普，一场好几万人看，还可以在线解答问
题，效率高很多。”

———虽然已是 84岁高龄， 但苏州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的盛锦云教授仍然活跃
在儿科门诊一线。近日，获评“第七届中国
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的她被网友称为
“最美医生奶奶”。说到如何利用网络普及
医学知识，她显得兴致勃勃。

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大脑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有 4个脑叶： 额叶、

顶叶、枕叶、颞叶。其中，靠近额头的额叶最重
要，位于额叶前方的部分被称为“总裁脑”，我
们的计划、策略、情绪管理都是由“总裁脑”控
制的。前脑受伤，则人格会改变。

1969年我在美国留学时，美国发生了一起
校园枪击案，27个学生遇难， 凶手是个原本功
课很好的年轻人，当场被警方击毙。事后，警察
发现凶手的书包上贴着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请务必解剖我的大脑”。 结果解剖下来一看，

他的大脑在前脑部位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瘤，

正是这个瘤使他有了暴力倾向， 使他滥杀无
辜。现在的神经犯罪学，就是从大脑结构入手
来研究犯罪动机的科学。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一个孩子突然之间成
绩一落千丈，可能会有以下三个原因：1.家庭变
故。比如父母闹离婚；2.遭受欺负。比如校园霸
凌；3.孩子的大脑发生病变。

我常常和父母们讲，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
大脑，不能让孩子的头去撞墙，头部是最重要
的。孩子骑自行车最好戴上安全帽，前脑千万
不能受伤。

此外，颞叶也不能受伤，它负责听觉，非常
重要。我们在所做的实验中发现，当噪音超过
89分贝时，每增加 3分贝，听觉神经死亡的时
间减半；超过 121分贝（121分贝相当于喷气飞
机起飞的音量），7 秒钟后听神经细胞开始死
亡。在 89分贝噪音环境下长大的老鼠，其学习
能力受损、智商减低。

刚刚出生 4天的婴儿， 根本听不懂讲话。

但是， 如果在孩子的耳朵旁边放吵架的声音，

孩子立刻就有恐惧感。他根本听不懂，怎么会
害怕呢？因为声音太大了。所以，请家长千万不
要在孩子面前吵架，也不要对着孩子吼叫。

人是可以终身学习的

西班牙神经组织学家卡哈 1906年得过诺
贝尔奖奖金，1913年的时候， 他指出，“大脑成
熟定型以后就不能改变，神经细胞死了就不能
再生。”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然
而，今天的科学研究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大脑会根据外界需求而一直不停
地改变，改变大脑中的神经分配。

大脑里的海马回是负责学习和记忆功能的
地方。海马回的一个部分叫齿状回，新的神经细
胞都会在这里长出来。1998年， 有个 89岁的老
人患鼻咽癌，治疗时需要打放射性的药水去追踪
癌细胞的扩散。注射后 3天，老人家过世了，他的
家属把老人的大脑捐出来做解剖。 我们发现，齿
状回处的神经细胞是发亮的，表明它是注射了放
射性的药水以后，才生出的新的神经细胞。

这个实验非常重要，它进一步推翻了“大脑
成熟定型以后就不能改变，神经细胞死了就不能
再生”的定论。所以，大脑神经细胞的生长是贯穿
人的一生的，也就是说，人是可以终身学习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从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人生是一场马拉

松，而不是百米冲刺，要跑到终点才是赢家。

中国有一句话叫“大器晚成”，像爱迪生、王
阳明都是大器晚成的人，王阳明直到 5岁才会说
话。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上。

对大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晚

五只手指里哪只比较灵活？当然是食指。如
果扫描手指对应的大脑运动皮质区， 会发现食
指占的地方最大。也就是说，用得多神经细胞就
比较多，所以它控制的手指就会比较灵活。

那么，什么样的人小拇指和食指在大脑运
动皮质区所占的位置是一样大的呢？ 音乐家、

钢琴家、小提琴家。德国科学家找了柏林爱乐
交响乐团的 12位小提琴家， 通过核磁共振扫
描他们的大脑，发现他们因为右手拉弓、左手
按弦，所以他们左手的小拇指和食指在大脑运
动皮质区所占的位置是一样大的。

德国科学家还做了一个实验。扫描一群德
国大学生的大脑， 然后让他们抛接 3个球，练
到 1分钟球不落地才可以停止。练到熟练的时
候，再扫描他们的大脑。然后，让学生们回家休
息 3个月，不要摸这个球，过后再来扫描他们
的大脑。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的运动皮质区
会因为用而变大，不用而变小。因此，大脑是用
进废退，用就会使人精进，不用就会退化。

众所周知， 坚持练习 1万个小时以上，这
个人就会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这就是勤能补拙
的神经机制。

有位美国电影明星叫帕德里夏·妮尔，她
在 1963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那一
年她 38岁。但是很不幸，1965年，她中风瘫痪，

并丧失语言功能，右眼也看不见了。在当时，中
风是无药可救的，没有 CT扫描，也没有什么有
效的治疗手段。医生对她说：“你这么严重的中
风，这辈子不可能再上舞台了。”但是她非常不
甘心，下决心一定要重回舞台，于是开始主动
地进行康复训练。

经过整整 4年积极的康复训练后，她终于
重返银幕，并在 1969年以《玫瑰怨》获得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提名。直到 2009年，她还在大银幕上
露面。

很多年以后，科学家通过核磁共振扫描她的
大脑，发现她左半边的大脑仍然没有康复，但是
她右半边大脑的运动皮质区变得很发达，把左边
丧失的功能给弥补了。

因此，只要你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改变，对
大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晚。

拥有学习的能力最重要

婴儿 10个月大的时候， 他的新陈代谢已经
达到成人水平，孩子只要眼睛一睁开，就在拼命
学习新的东西。

婴儿晚上做噩梦会大哭， 有人觉得好奇怪：

婴儿才生下来，什么事情都不懂，怎么会做噩梦
呢？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孩子白天接触的东西太
多了，来不及处理，就会感到压力。

一路慢慢长大，到孩子 5 岁的时候，新陈代
谢的水平已经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了。这里的新
陈代谢，可以直接与学习能力相对应。

所以说，0到 6岁是大脑发展最快的时候。这
段时间非常重要，习惯和情绪控制，都要在这个
阶段养成。

6到 12岁进小学了，这个阶段大脑的变化变
得平稳，应该着重培养孩子的价值观。

12 岁到 18 岁， 大脑又开始发生剧烈的改
变———荷尔蒙出现了，青春期来到了，这个时候
你发现孩子会和你顶嘴了。

18岁到 24岁， 大脑发育成熟， 改变越来越
少，但仍然在改变。

如今的家长越来越注重早教，早在孩子两三
岁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给孩子塞很多知识。我个
人是反对早教的。因为知识更新得很快，你的孩
子将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时所需要的很多知识，

很可能现在尚不清楚。所以，与其教孩子一些未
来可能用不到的东西，还不如教他做人做事的道
理。

而且，训练孩子情绪控制的最好阶段，是在 6

岁以前，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来不及了。比如，孩子两
三岁时喜欢摔东西、发脾气，如果家里没有人管，以
后进了学校，再想让孩子控制情绪就很难了。

管教孩子也要讲究方法，尤其是要制定规矩和
限制。有规范，孩子才会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只要
不踩到红线就没有关系。最怕有的父母亲随心所欲
地教育孩子，比如明明是同一件事，正好母亲打牌
赢了高兴，就给孩子 100元钱买玩具；有时候打牌
输了，则给孩子一个耳光，让孩子感到无所适从。

打孩子也不是好的教育方法。实验证明，3岁
时被打过一次的孩子，5岁时打人的概率比较高。

所以，家长在打孩子骂孩子之前，请先反省一下
自己：孩子是你教的，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常说，“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就会
影响他的神经联结， 就会影响他明天的行为表
现。”这是医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21世纪的知
识翻新很快，21世纪的人才需要“合作、沟通、批
判性思考、创新、自信”。因此，要培养孩子与别人
合作、沟通的能力，要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而最重
要的是要有学习的能力。只要孩子拥有学习的能
力，那么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学习任何新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