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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修课场场爆满的“麻花老师”
张张丰丰

在在我我之之前前，，村村里里很很长长一一段段时时间间
都都没没有有人人读读高高中中。。

上上世世纪纪 9900 年年代代中中期期以以前前，，农农村村
孩孩子子最最想想读读的的是是中中专专。。初初中中毕毕业业直直
接接报报考考，，三三年年后后分分配配工工作作，，这这要要比比读读
高高中中划划算算得得多多。。中中专专的的分分数数，，要要比比高高
中中高高很很多多，，而而且且只只准准应应届届生生报报考考。。初初
中中毕毕业业，，一一般般是是 1166 岁岁，，这这是是最最好好的的
年年龄龄，，考考不不上上中中专专，，就就可可以以在在家家里里学学
种种田田，，或或者者学学徒徒，，出出去去打打工工，，都都是是很很
好好的的选选择择。。

等等到到我我考考的的时时候候，，中中专专突突然然取取
消消了了。。父父亲亲当当时时给给我我们们两两条条路路，，要要么么
努努力力考考上上高高中中，，要要么么就就借借钱钱买买一一辆辆
拖拖拉拉机机，，可可以以跑跑跑跑运运输输。。我我和和弟弟弟弟就就
发发奋奋学学习习，，我我们们的的目目标标是是考考大大学学。。这这
在在村村里里简简直直是是一一种种创创举举。。在在我我们们之之
前前，，村村里里只只有有一一个个人人拥拥有有大大学学学学历历，，
他他还还是是工工作作后后进进修修的的。。

读读高高中中是是一一种种赌赌博博。。如如果果高高考考
失失败败((概概率率达达 9955%%))，，等等于于白白白白损损失失
三三年年。。村村里里和和我我同同级级读读高高中中还还有有一一
位位同同学学，，他他成成绩绩比比我我差差，，只只能能上上普普通通
班班。。我我虽虽然然读读的的是是所所谓谓重重点点班班，，但但是是
三三年年后后和和他他的的结结局局一一样样，，都都是是失失败败。。

我我在在班班里里成成绩绩名名列列前前茅茅，，很很少少掉掉出出
前前 55 名名，，但但是是那那一一年年只只考考上上一一个个本本
科科。。我我选选择择了了到到邻邻县县的的重重点点高高中中复复
读读，，而而同同村村的的这这个个伙伙伴伴，，评评估估了了之之
后后，，放放弃弃了了。。他他回回到到村村里里，，同同年年龄龄的的
人人都都到到外外地地打打工工了了。。他他不不想想外外出出打打
工工，，变变得得孤孤单单而而沉沉默默，，后后来来他他在在邻邻村村
一一个个私私立立小小学学找找了了一一份份教教书书的的工工
作作，，每每月月工工资资 330000 元元。。

打打工工潮潮刚刚刚刚开开始始，，外外出出务务工工的的
人人，，从从最最初初每每月月四四五五百百，，到到后后来来挣挣到到
七七八八百百，，而而两两三三年年后后，，他他的的工工资资还还是是
三三百百。。每每年年春春节节，，他他都都会会到到我我家家，，向向他他
的的老老师师也也就就是是我我的的父父亲亲拜拜年年，，寒寒暄暄之之
后后，，便便也也没没有有太太多多话话说说。。很很快快，，他他就就结结
婚婚生生子子，，日日子子变变得得更更为为艰艰难难。。私私人人小小
学学的的代代课课老老师师永永远远月月薪薪三三百百元元，，又又没没
有有转转成成公公办办教教师师的的机机会会，，又又过过了了几几
年年，，他他只只有有辞辞掉掉小小学学教教师师的的工工作作，，到到
外外地地打打工工。。他他开开始始一一段段迟迟到到的的旅旅程程，，
那那些些同同龄龄的的打打工工者者，，已已经经为为家家里里挣挣了了一一栋栋瓦瓦房房了了。。

如如今今回回想想起起来来，，我我很很感感谢谢自自己己那那决决绝绝的的性性格格。。我我看看
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分分数数，，可可以以读读个个大大专专，，晚晚上上回回家家告告诉诉父父母母，，我我
必必须须考考上上本本科科以以上上院院校校，，准准备备到到邻邻县县的的重重点点高高中中复复读读。。

第第二二天天，，父父亲亲就就把把家家里里那那头头母母牛牛牵牵到到镇镇上上卖卖了了 11550000
元元，，这这将将是是我我一一年年的的复复读读费费。。到到了了那那里里我我才才知知道道，，有有一一
大大群群像像我我这这样样的的，，甚甚至至有有些些人人，，本本来来已已经经过过了了重重点点线线，，
仍仍然然选选择择复复读读。。我我们们的的年年龄龄普普遍遍 1188 岁岁，，虽虽然然无无知知，，但但都都
把把命命运运攥攥在在自自己己手手中中，，进进行行人人生生最最大大的的赌赌博博。。这这个个复复读读
班班有有 112200 人人，，挤挤在在三三间间大大教教室室里里，，最最终终将将有有 2200 来来人人可可
以以考考上上重重点点大大学学。。

那那时时，，没没有有人人关关心心分分配配到到河河南南的的招招生生名名额额是是否否太太
少少，，也也没没人人嫉嫉妒妒北北京京的的孩孩子子能能更更容容易易地地考考进进大大学学，，一一切切
自自己己不不能能决决定定的的事事，，都都是是浮浮云云。。每每天天五五点点半半起起床床，，晚晚上上
十十点点睡睡觉觉，，过过着着机机械械复复制制的的生生活活。。高高考考完完，，大大家家根根据据答答
案案估估分分，，然然后后填填报报志志愿愿。。有有相相当当多多的的人人和和我我一一样样，，填填报报
志志愿愿根根本本就就没没和和家家人人商商量量，，就就像像打打牌牌一一样样，，那那是是自自己己
的的最最后后一一张张牌牌，，甩甩出出去去，，一一切切就就注注定定了了。。那那些些成成绩绩排排
在在 8800 名名以以后后的的同同学学，，基基本本上上就就没没希希望望了了。。每每个个月月都都
会会搞搞模模拟拟考考试试，，那那些些排排在在最最后后面面的的同同学学，，毫毫无无希希望望可可
言言，，但但仍仍勉勉强强维维持持住住笑笑容容，，不不知知道道他他们们是是怎怎么么坚坚持持下下
来来的的。。

当当然然，，即即使使是是不不识识字字的的农农民民，，也也都都关关心心考考试试的的公公平平
问问题题。。分分数数出出来来后后，，我我超超出出一一本本线线，，而而和和我我同同时时高高考考的的
弟弟弟弟，，也也上上了了二二本本线线，，一一时时间间震震动动乡乡里里。。舅舅舅舅赶赶过过来来，，劝劝
父父亲亲赶赶紧紧找找人人送送礼礼，，免免得得被被别别人人顶顶替替————这这样样的的事事，，时时
有有耳耳闻闻，，这这就就是是大大家家关关心心的的公公平平问问题题。。不不管管名名额额有有多多
少少，，竞竞争争多多惨惨烈烈，，只只要要自自己己考考的的分分数数能能算算数数，，结结果果就就是是
最最好好的的。。父父亲亲当当然然不不为为所所动动，，他他根根本本不不认认识识什什么么招招生生办办
的的人人，，也也无无钱钱可可送送。。

农农村村人人关关心心的的公公平平，，是是那那种种法法律律意意义义上上，，也也是是最最纯纯
粹粹的的。。只只要要没没人人替替考考，，没没人人作作弊弊，，考考上上后后，，没没有有人人冒冒名名顶顶
替替，，高高考考就就是是最最公公平平的的制制度度。。不不管管你你家家境境如如何何，，身身份份如如
何何，，大大家家都都是是同同台台竞竞技技，，输输了了就就只只能能怪怪自自己己技技不不如如人人。。

这这里里的的““人人””，，更更多多是是指指那那些些和和自自己己同同考考场场的的，，或或者者是是认认
识识的的熟熟人人，，而而不不是是远远在在北北京京的的陌陌生生人人。。如如今今人人们们开开始始讨讨
论论每每个个省省分分配配名名额额的的问问题题，，我我才才发发现现，，河河南南的的一一本本录录取取
率率是是全全国国最最低低的的。。当当时时，，我我们们是是在在一一种种什什么么样样的的环环境境中中
战战斗斗啊啊。。

和和舅舅舅舅不不同同，，我我和和弟弟弟弟都都对对录录取取的的公公平平性性深深信信不不疑疑，，
相相对对分分数数来来说说，，我我们们填填报报的的志志愿愿都都偏偏保保守守，，这这给给了了我我们们信信
心心。。每每天天晚晚上上，，我我们们守守在在借借来来的的一一台台收收音音机机前前，，听听播播音音员员播播
报报录录取取名名单单，，我我们们先先后后听听到到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名名字字。。几几天天后后，，父父亲亲从从
镇镇上上带带回回了了《《河河南南日日报报》》，，在在上上面面的的名名单单中中找找到到了了我我的的名名
字字。。

从从事事媒媒体体工工作作，，我我也也经经常常写写文文章章批批判判应应试试教教育育。。太太
太太常常在在一一边边嘲嘲笑笑：：你你难难道道不不是是应应该该感感谢谢应应试试教教育育吗吗？？我我
竟竟难难以以反反驳驳。。我我常常常常忘忘记记自自己己那那一一年年的的复复读读生生活活，，只只是是
偶偶尔尔，，在在我我精精神神紧紧张张的的时时候候，，它它会会潜潜入入梦梦中中。。最最常常见见的的
场场景景是是，，考考数数学学，，感感觉觉题题目目自自己己会会做做，，但但是是却却怎怎么么也也解解
不不出出。。铃铃声声响响起起，，只只有有无无奈奈交交卷卷，，这这时时梦梦也也就就醒醒了了。。

本报记者王学良 实习生肖雨涵

由于之前一直在香港念书，中国人民大学 2015 级法学院
学生杨倩有一个她的大陆同学没有的“特权”：只要和教务处申
请一下，她就可以选择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等大学思想政治类课程。不过，抱着“听着玩玩
儿”的心态，上个学期一开始，她还是决定去听一节“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授课老师名叫王易，她扎着简单的马尾辫，却愿意让学生
叫她“麻花老师”——— 因为她上学时候喜欢梳麻花辫。“麻花老
师”说话很柔，语速不快，眼睛总是眯起来笑。但她说出来的话，
总能给人一种坚定、可信的感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第一
课刚开始，王易就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两句话，讲述起这两句古
训背后蕴含着不屈向上的进取精神与包容万物的宽容精神，以
及由两种精神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核心内容。“麻花老
师”的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典籍案例也是信手拈来。第一课
结束，身边很多同学都窃窃私语：“没想到这门课会这么好听”。

杨倩决定，这门课，她要坚持听完整个学期。

课上：所有的“要”和“应该”，都被充分的

讨论所取代

其实，早在上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杨倩就听到了王易为新
生专门做的“导航专题报告”。报告一开始，“麻花老师”也提了
“天行健”等内容，谈大学生该有怎样的追求；同时还讲了易经里
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等几个人生阶段……“全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虽然在开学典礼现场，杨倩坐在后
排，看不太清王老师的脸，但她看到周围好多新生都不约而同
掏出本子来，边听边记。

转到了课堂上，王易老师依然是每节课谈一个中国传统文
化的小主题：这周是“修身齐家”，下周是“仁爱和谐”……但王易
在讲述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同时，还谈及了它们的现实意义，
并结合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照进行解读。

从小接受西方思想体系教育的杨倩，原本对于这类内容是
有些抵触的，但“麻花老师”的课，却能让她获得强烈的认同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那些字面含义，对我们而言，可能有一
定的距离。但王老师试图在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时
候，让我们把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杨倩
说，同样是那 24个字，王老师讲出来的，和个别领导、老师讲出
来的感觉，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些领导一讲，往往爱说‘我们要’‘我们应该’怎样怎样。”但
在“麻花老师”的课堂上，所有的“要”和“应该”，都被充分的讨论
所取代。

因为是在法学院，杨倩和同学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法制”一词的讨论尤为关注。王易老师用一个“郭巨埋儿”
的中国传统二十四孝故事来让学生们探讨，这种“孝道”是不是
一种违法？“咱们现在看来，郭巨挺‘变态’的，但王易老师引导我
们思考——— 当时儒家观念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信
仰……”关于“郭巨埋儿”的讨论，学生们讨论了近两节课。讨论
过程中，王易老师也循循善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法律，没有必要都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
体制下，我们应该去建构一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制。

“她从不强求你接受什么观点，都可以充分讨论。”人大新闻
学院 2014 级学生慕海昕，一年前也感受过这种“开放式”的课
堂。而她发现，每当讨论到最后，“麻花老师”的观点，往往都是让
大家比较信服的那一个。

课前：提前 20 分钟来，“绝不会让你浪费

时间”

曾经被一些学生认为“没意思”的思想政治类课，被“麻花老
师”讲得有声有色。逢她讲课，学生极少缺席，几乎场场爆满。

每年思修课的第一课上，“麻花老师”都喜欢和学生“约法
三章”——— 不无故迟到早退、不无故旷课、不影响他人听课。

王易用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二字来看待迟到问题：“我
讨厌迟到。守时是一个诚信问题，说好的几点来就是几点来。
有意外可以请假，但是不把时间当回事儿，我比较反感。”

但王易从来不用“点名”之类的办法维持学生的出勤率，
她给学生的建议是“提前来”——— 提前来教室，永远不可能迟
到。

当然，建议学生早来的王易，每次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必
定提前 20分钟到课堂来，她会把平时收集整理的一些和课程
相关的优秀视频、图片、PPT 等素材利用课前的 20 分钟播
放，“这个我不强求学生都来看，但是你只要早来，我绝对不会
让你在教室里白白浪费时间。”

“王老师给我们上的课是几个学院一起听的，差不多 120
多人。”杨倩回忆说，上个学期的思修课，几乎每一课大家都是
全勤。

“为了不迟到，学生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王易说，上学期
她的课是在学校东边的教室上，晚上 6：00开始，而之前有学
生晚上五点半才从学校西边的教室下课。他们要用半个小时
的时间穿越几乎整个人大校园去听课，中途还要解决吃饭问
题。

有学生向“麻花老师”恳请上课能不能边吃东西边上，王
易欣然应允：“但是吃东西别太大声，别吃刺激性气味的食
物。”王易秉承的原则依然是“不能影响他人听课”。

能让学生自觉“赶场”听一堂思想政治课，除了课上的内
容让学生“解渴”，老师的个人因素，也不可忽视。

“王老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杨倩记得，他们上课的教
学楼里电梯数量比较少，很多学生都会去抢电梯，经常乱插
队。王易老师就建议大家可以爬楼梯来教室，“她这样跟我们
说，自己也就真的一直是自己爬楼梯来上课。”杨倩觉得，这样
的老师，让她觉得信服。

课下：思修课公众号，并非大纲“搬运工”

虽然钻研传统文化，但是对于新事物，“麻花老师”也从来
不陌生。去年，光明日报曾以《“别笑，我是思修课”——— 看中国
人民大学思修课怎么上》为题，报道过人大思修课教研室通过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与学生进行线上线下的课程互动。
王易正是这个公众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微博和公众号里，有教研室老师为同学们精心挑选、编辑
推送的《信仰书简》《道德书简》，也有诸如“爱国随手拍”“道德
那些事”和“这就是幸福”这样简单有趣的互动活动，还会有一
些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求职技巧等实用的经验分享，并不是
单纯地把“教学大纲”搬运到手机上。

“思修课和大学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打好理论基础，还是
大学生认识社会的方法论。”王易觉得，本来建立课程公众号
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行为，公众号的内容自然更要针对学生
的需求。

通过公众号来与学生沟通，辅助思修课教学，在国内思想
政治类课程中，也算是个新鲜事物。但对于认识王易多年的

“老学生”来说，这些并不意外。
“‘麻花老师’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在一个 BBS网站

注册了一个‘思无邪’论坛。她就在论坛上和我们这些学生一起
灌水、聊天，也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人大新闻学院 2001级本
科生王尧，当年就是“思无邪”论坛的活跃分子。

王尧记得，“麻花老师”曾经把自己课堂上讲过的“闻木樨
香否”等经典案例搬到“思无邪”上跟学生们讨论分享，当时还
吸引了一些没上过她课的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讨论。

后来，微博兴起的那一段时间，王易也曾注册过个人微博
和学生交流过。而在紧追“潮流”的传播手段背后，则体现了她
愿意以学生更熟悉、更自然的方式去沟通的一种姿态。

“这种沟通不是那种教授、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更像朋友
的交流。”慕海昕在朋友圈发条状态，转个新闻，有时候都会被
“麻花老师”点个赞，或者评论一番，语气也从来都是类似课上
的公平、开放的讨论式氛围。

期末：用小话剧“演”出核心价值观

慕海昕和杨倩，只隔了一届，但从杨倩上学时候起，学校
里有了新规定——— 期末不允许开卷考试了。而“麻花老师”的
思修课，也成了慕海昕在大学里唯一一门可以开卷考试的思
想政治类课程：“说是考试，其实更像是自己一个学期上思修
课以来的心得、感想和总结。”

王易老师上课从来不拘泥于课本，期末自然没法出一套
需要拿着教材“划重点”的考卷。这样的“闭卷”考试会怎么考？

拿到试卷，杨倩发现，“试题”的要求，依然是让自己写出
上思修课以来的心得、感想和总结。“听说王老师去找了教务
处，争取了更宽松的命题权限。”

无论是开卷还是闭卷，王易老师的考卷也有一些自己独
特的“硬指标”：一张 A4 纸大小的学生个人生活照。这张照
片，将和他们的两次思修课课堂随笔、期中小论文，以及期末
的试卷一起，集成一本小册子，被王易老师留存着。

“王老师强调过一定是生活照，证件照放大成 A4 的，头
显得太大了。”然而，杨倩有个同学似乎拿不出满意的生活照，
他选择了放大证件照，然后在证件照的空白处画树……

和期末“考试”相比，“麻花老师”更看重学生们在课堂上
的一些总结和反馈。除了期中的小论文，她还会在每学期的最
后几节课，给学生布置一个独特的作业：用小话剧的形式，表
现学生在课堂上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选择做小话剧的初衷，是为了在学期末调剂一下以“讲”
为主的课堂节奏，给大家一个新的兴奋点。同时，她也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观察学生怎样理解课堂的内容，怎样理解和诠
释核心价值观。

学生们的创意，还是给“麻花老师”带来了惊喜。
《你的努力就是这个国家的方向》是 2014级法学院同学

上交的作品，他们把小话剧拍成了一个视频：同学们从人大西
门进校，一路从不同的地方，发现一个个校园里关于“核心价
值观”的小细节、小故事。最后，他们汇总到东门，开始跳集体
舞……“有点儿‘快闪’的意思。”王易感慨，现在的孩子们，都特
别有想法。

而对于慕海昕和杨倩来说，期末的小话剧，成了她们各自
关于思修课整整一学期的美好记忆中，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早在上学期的开学典礼上，
杨倩就听到了王易为新生专门做
的“导航专题报告”……虽然坐在
后排，看不太清王老师的脸，但她
看到周围好多新生都不约而同掏
出本子来，边听边记

“思修课和大学生活息息
相关，除了打好理论基础，还是
大学生认识社会的方法论。”王
易觉得，本来建立课程公众号
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行为，公
众号的内容自然更要针对学生
的需求

选择做小话剧的初衷，是
为了在学期末调剂一下以“讲”

为主的课堂节奏，给大家一个
新的兴奋点。学生们的创意，也
给王易带来了惊喜

王易用核心价值观中的“诚
信”二字来看待迟到问题：“我讨
厌迟到。守时是一个诚信问题，说
好的几点来就是几点来。有意外
可以请假，但是不把时间当回事
儿，我比较反感”

▲王易在讲课。 照照片片来来自自网网络络

这样一门大课，曾经被一些
学生认为“没意思”的思想政治类
课，被“麻花老师”讲得有声有色。
逢她讲课，学生极少缺席，几乎场
场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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