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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刻苦读书并不等于“内卷”
温晋    励彤希    李云婷    王畅越

大学生活：读书、玩与恋爱

记 者   最近有关“内卷”的讨论

非常热烈，我们也特别好奇如果甘

老师“穿越”到零字班的时代会做

出怎样的选择。您觉得今天应该怎

么去面对快节奏、高竞争的生活呢？

甘 阳   我怀疑“内卷”这个词现

在可能有点被滥用了。我这学期几

次在课堂上说，刻苦学习是做学生

的本分，这不等于“卷”。同样，

学生考试希望考出最好分数，这也

不是“内卷”，这太正常了，难道

要学生考试都争取最低分数吗？真

正的“内卷”是你对所有课程和所

有学习都没有兴趣，但是你却仍然

要拼命去拿最好的成绩，完全只是

为绩点而绩点，这个过程一定很痛

苦而且很没劲，这才叫“内卷”。

不能把同学认真学习就叫做“内

卷”，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今

天可能有点把“内卷”乱引申了，

这会形成很大的误导。但我确实特

别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处境，如果我

个人“穿越”到你们零字班，我也

不敢说我就比你们应对得更好，不

过我的性格比较反叛，会比较讨厌

现在园子里普遍的那种焦虑氛围，

可能会选择经常去圆明园这些地方

看自己想看的书，所以我现在老建

议你们多去圆明园走走，不要老闷

在清华园里，成天只待在这个园子

里眼界会很小。 

记 者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学习状

态是理想的？

甘 阳   真正的学习应该要有比较

多的快乐。以前，读书就是玩的一

部分。我们的生活无非就两部分，

一部分是玩，一部分就是读书，而

读书和玩是一体的，这是非常有趣

的一种状态。读书一定要特别“乐”。

你当然也有读不懂的时候，这非常

正常。我们那时候把读书看作生活

最有趣的一部分，常常读得废寝忘

食，同学之间成天争论，我们在北

大读书时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天天

为海德格尔争论吵架，包括一起出

去玩的时候。自己读自己觉得重要

的书、有趣的书，而不是只读课堂

上必须要考的那点东西，把时间花

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才是对你们

的成长最有帮助的。学习不应该是

一个被动的过程。

记 者   甘老师经常鼓励大家在大

学期间谈恋爱……

甘 阳   不然你们把大学当成“苦

行僧生活”来过了，那也活得太没

劲了吧？大学尤其是本科阶段是人

生最幸福的时刻，应该充分享受人

生当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恋爱尤其

是初恋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大

学的时候人比较天真，大学毕业以

甘阳，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院长、新雅讲席教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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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孩儿失恋过几天也就好了，

失恋了再谈一个嘛。人心都是相互

的，人家觉得你有所保留，人家也

会有保留，这样两个人是很难心心

相印的。谈恋爱是非理性行为，用

这么多理性、用理工科的思维去谈

恋爱，那是发神经噢！这是很简单

的：你如果喜欢的程度特别高，你

一定是很希望把自己交出去的，因

为你是希望追到 TA 的；要是喜欢

的程度不是那么高，那你就先相处

相处看嘛——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

过程。难道还要先做个方案，像解

数学题一样。（笑）

通识教育在新雅

记 者   在这几年的授课中，新雅

同学令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儿

呢？

甘 阳   我想我们新雅的同学是比

较不那么功利主义，不那么精致利

己主义吧。你们现在都知道新雅每

年大一第一学期最重的大概是两门

课：一门微积分，一门是我给大一

学生开设的《大学之道》。微积分

5 个学分，我这课一个学分。从功

利的角度讲《大学之道》这课可能

太不划算了，一个学分要花这么多

时间，几乎每周都要交作业还要小

班讨论。我非常满意的是，新雅的

学生并不计较，在《大学之道》上

投入很多，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挑

战。我个人一直主张，本科生每个

学期课要少，但是在每门课上都要

后，人年龄越大，越世故，人的自

我保护心态就更强，交朋友比本科

要难。所以我说鼓励谈恋爱无非是

希望你们在本科阶段能够享受到人

生最美好的事情。

你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

丰富一点。从前这个事都不用说，

这是自然而然的。我现在很纳闷，

怎么现在的大学生都过得苦兮兮的

呢？我不能说绩点不重要，但我心

里依然觉得，绩点对学生的统治太

吓人了。大学要去想怎么让学生更

加放松、开心，让学生学习更加主

动。现在绩点弄得那么细，变成了

大家去竞争零点零几，这毫无必要，

对学生没什么好处。我希望你们的

生活可以丰富化，不要只有学习。

高中生是一切都服从于考大学；本

科生就不一样了，虽然有保研，但

是这和考大学还是不一样的嘛——

你都进清华了你还怕没有前途吗？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说怎么

进了清华北大还要懊恼，那别人怎

么活？

记 者   对于谈恋爱，同学们又提

出了一些困惑，比如在亲密关系中

自己要保持什么样的状态，这方面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甘 阳   你看你们把简单的事情变

得多么的复杂！恋爱很简单，就是

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交出去，才能让

对方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交给你。当

然有可能两方发现不是很合适，分

手是痛苦的，这也是人生经验的一

部分。但是不能还没有恋爱就怕被

伤害了，这不典型因噎废食嘛！我

就不明白了，人家都是三十多岁以

后失恋了好几次，才觉得开始要自

我保护，“我宁可不谈了，太痛苦

新雅书院海外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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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功夫，因为不下功夫不大可能

真正体会到课程背后的真正问题所

在。而且我的课通常一年比一年更

加重些，这课九字班要比八字班重，

零字班改为 2 学分，因此这学期确

实有点太重了，但我希望学生能习

惯，一周至少读一本书这样的进度。

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困难在于

心态问题，通识课程不容易上好往

往不是课本身不好，而是老师和同

学们都很难建立正常的教学心态：

学生可能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专业

课，老师可能认为反正这不是自己

的学生，这样就很难建立起教学必

须有的师生教学共同体心态。通识

课很容易被冲淡，因为大家心态上

总觉得专业课永远比通识课重要。

我觉得今天新雅书院最大的成

功就在于确实打破了通识课不重要

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这些通识课就

是新雅自己的专业课，因此上课心

态和上专业课完全一样，新雅其他

老师开的通识课也都很有挑战性，

老师和同学在学习中建立了双向认

同，老师和学生都很投入地去完成

课程，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

这是新雅书院最大的成功。

记 者   除了《大学之道》外，您

为六、七、八、九、零字班分别开

了不同的课程（《自我·他人·社会》

《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古希腊

文明》《新雅美国史》），这其中

有没有什么用意？

甘 阳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大学生

能深入地认识西方，而不是盲目崇

拜或肤浅贬低式地谈论西方。今天

的世界仍处在西方为主导的世界

中，但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往

往非常肤浅。我希望新雅的学生能

够至少相对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的

某一部分脉络。

西方文明有几个时代有其特别

的重要性，我自己也相对下过比较

多的功夫，一个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所以我有一个课给你

们讲古希腊史诗悲剧和历史等；

一个是西方的近代早期，这方面

英国特别重要（讲莎士比亚和简

·奥斯汀一方面是他们的作品本身

是精品中的精品，一方面也是希望

你们由此去深入了解英国这个非常

特殊的西方民族）；另外当然就是

后来居上的美国，中国人包括中国

大学这些年来几乎言必称美国，但

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实在是肤浅到了

极点。我开这几个方面的课是希望

我们新雅的学生至少相对深入一点

的读过其中一个方面的一些最重要

的书，以后就不那么肤浅。

当然，开不同的课程也有我个

人的自私因素，我不喜欢上重复的

课，一个课今年讲了明年我就不大

想再讲，会厌倦，会感觉 bored，

所以一门课想隔几年再讲一次。

记 者   很多同学都觉得新雅的人

文社科通识课非常丰富、学习氛围

很好，但新雅的理科通识课似乎仍

然是和全校一样的数学和物理课，

这一方面我们也很想了解了解您的

看法。

甘 阳   新雅现在不论理工科学生

还是文科学生都要必修至少五门自

然科学课，两门数学，至少一门物理，

再加一门生命和一门计算机，说实

话这对大二分流去文科的学生有点

要求太高，压力太大了一点，我想

我们对培养方案还会再做调整。

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设计是非

常困难的事，即使美国最好的大学

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成功。从新雅

来说，为了分流去理工科的同学以

后能够和理工科专业接轨，我们现

在确实也只能让大家选择上不同层

次的数学和物理课。但其实阮东老

师和基科的老师花了很多心思为新

雅设计物理学的课，希望理科的同

学不仅满足于做题，更能去思考物

理学的道理，同时这个课对文科生

也不至于太难。但这方面同学们的

需求、口味确实也很不一样，理科

生往往还是习惯于做题的课，而且

总怕新雅自己特殊的物理学课和以

后理工科要求的物理学不接轨。

我个人对理科的课程没有发言

权，不敢乱说什么，不过我确实越

来越觉得光是会做题并不等于培养

了科学思维。

如何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思

维，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事情。我

个人非常欣赏的是美国 St. John’s 

College 等的自然科学课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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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是按西方科学的历史发

展，以阅读最基本科学原著的方式

进行的，注重的不是计算做题。大

一阅读欧几里得原著，大二读托勒

密，托勒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但恰恰是要读这个，托勒密是非常

伟大了不得的科学天才，要从错误

中去理解什么是科学思维；大三他

们主要阅读牛顿和达尔文，大四阅

读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非欧几何。

这个课非常好，我以前每年

送两个中国学生去他们那里交换一

年，中国同学往往一开始觉得美国

学生的计算能力太差了，但跟着一

路阅读欧几里得原著等，觉得越来

越震撼而且非常有收获。他们讨论

欧几里得，就跟他们讨论柏拉图一

样热情高涨。

这类课程需要学生有很强的求

知欲，没有功利之心。要明白纯粹

自然科学本来就不是来“用”的。

我们现在生活在技术主导的世界，

技术和科学其实不是一回事，真正

的自然科学其实和哲学是一样的，

是纯粹理想世界的探索和思考。

你们也不要觉得这样的课听上

去非常好，如果真的开设了大家也

不一定都能很接受，要有纯粹追求

真理的心态才会觉得非常好，如果

只追求有用，那这种课一点用没有。

但从思想来讲这样的课最有用。

阅读中国文明

记 者   最近《新雅中国史八讲》

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也想接着之

前提到的人文通识课建设，请教甘

老师当时在设计《阅读中国文明》

这门研讨课的时候有哪些考虑？我

们今天要怎么更好地思考中国文

明？

甘 阳   现在我觉得，至少在新雅

同学中，对阅读中国文明这件事情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高的共识，特

别是我们理科生也都希望新雅进一

步加强中国文明方面的课程。我们

应该很老实地承认，当代的中国人，

对中国文明传统未必就比外国人了

解得更多，说不定反而偏见更多从

而更肤浅。现在西方和美国一流大

学的本科生选修中国文明课程非常

普遍，哈佛最热的全校本科生课程

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每年

上千人选修。很可能现在西方精英

大学的本科生要比我们中国的本科

生对中国文明传统读得更多！

我非常希望新雅学生对中国文

明要有一些最起码的了解，因为你

以后可能发现哈佛、耶鲁、普林斯

顿的同学比你更了解中国，他们都

上过中国文明的课，难道你不觉得

脸红吗？如果他们说的跟你想的、

认为的不是一回事，你又是否有能

力跟他们讨论辩论呢？

但在大学为非历史学专业的学

生开设中国文明课，不是一个容易

的事情，现在的学生似乎普遍对历

史课没有太大兴趣，而且读历史必

须要有比较大的阅读量，这就更让

大家望而生畏了。

我为新雅开设中国文明史的

课，要求有两点：第一个它不是断

代史，要呈现出中国文明通史的基

本情况，第二个是不仅仅阅读中国

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讨论，我希

望同学们同时能够读日本和西方的

中国史研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尤其需要多元化阅读，因为它们与

我们固有的理解差异很大，差异很

大就容易引起兴趣和问题。读历史

我觉得不能只读教科书，尤其我们

现在很多历史教科书往往是已经给

出答案了，还有什么可以去研究和

追问呢？

“阅读中国文明”这门课我们

改变了这一点，我们的 Seminar 是

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文明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学习它并不是说

结论就摆在那里，让你从中去学一

点现成的答案。你要学会去提问，

去想问题。

新雅这门大二的课确实特别

辛苦，阅读量太大，每周学生要

交作业还要讨论，就是集体读书、

小班讨论跟进。这样大家确实会

很累，但收获也会非常多，老师

备课也要花很多时间，会非常辛

苦。这比《大学之道》的量重多了。

两年前跟我一起主持这门课的历

史学家刘志伟教授对新雅学生感

到很吃惊，评价很高，说如此大

的阅读量，新雅学生不仅能读下

来，还能掌握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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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您最近在新雅书院请了很

多大咖开了一个关于电视剧的会。

您上学期给我们上研讨课的时候说

过像《清平乐》这样的历史剧在今

天有它的意义，包括也听说您看完

了《三生三世》，请问您怎么看待

电视剧？

甘 阳   其实我希望大家把架子放

下来，不要拿出一个学者的姿态，

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嘛。

一开始我想找个仙幻剧看看

是因为我想了解小孩在看什么电视

剧——我误解了你们，我以为你们

都是看仙幻剧的。但是大多数仙幻

剧我都看不下去，不过《三生三世》

我看下去了。它一上来就是“七万

年”。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年轻人

一想都是“七万年”的事情，后来

我发现这些也都是“套路”，但是

“七万年”还是让我大乐。《三生

三世》我是真看完了，当然“高级

知识分子”们都对甘老师表示极为

不以为然。（笑）

《清平乐》这部剧有一个很不

一样的地方——皇帝是个好皇帝，

而中国电视剧里历来皇帝都是坏皇

帝。

真正好的电视剧应该走在理论

思考的前面，有时候理论语言不大

能描述的时候，往往小说和电视剧

能先有新鲜的表达。

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太教

条太刻板——原先所表现的中国历

史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吗？很少，

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怎么说呢？

虽然《清平乐》呈现得并不是特别

好，但这样的方式反而可以让观众

重新去看待中国历史。今天很多历

史剧往往能起到历史学没有起到的

作用——大多数人现在很难通过读

历史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电视剧

反而更容易把人们带到这些已经被

“忘掉”的时代。今天电视剧的服

装、道具也越来越讲究，开始有历

史学家去考证服装对不对等等，这

对推动中国老百姓去亲近我们的历

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觉得《清平乐》最好的一点

是它试图描述出一个比较正面的宋

朝。不过演员和剧本都不够好，像

欧阳修五大三粗的，虽然看过一些

历史图像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但不

应该形似，应该神似嘛！这个电视

剧很难体现出来中国的宋朝达到了

怎样的文明高度，人物出场的时候

有怎样的气度；年轻演员很难演出

来，他们下的功夫也不够。老一辈

演员会下很大的功夫，这就是为什

么老的历史剧像《雍正王朝》评价

比较高，老演员一般有话剧功底，

他们是把电视剧当作艺术去做的，

而不仅仅当成一个时尚；他们会花

很多功夫去看历史材料，把应该表

现的东西表现出来。

记 者   最后，能不能请甘老师再

给新雅的同学们提出一些建议？

甘 阳   希望大家对未来能够有充

分的准备，心里能非常清楚自己接

下来要做什么，不要慌慌张张，被

一个个 deadline 推着走，最后越来

越被动。我希望最好同学们每学期

少选一些课，在每门课上多下一些

功夫，从从容容地上，要领着课程

走，不要被课程拖着走。特别是我

们新雅的学生要养成比较从容的气

度，不要成天待在清华这个园子里，

多去圆明园颐和园香山还有故宫北

海这些地方走走看看，会觉得天下

大得很，心胸也要大。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雅人新致”）

新雅书院的学术沙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