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TONE

SALON
SERIES
鼎石教育
系列沙龙

The

Keystone

Education

Salon

Series

provides a space to engage with the best
minds in educ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who share their views o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education. Discussions
between our prominent guests and the
community

spark

creativity

and

lively

conversation around each topic. Keystone
uses these Salons to highlight contemporary

themes in edu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as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rethink, and
revision current practices in education. In

this booklet, we also include highlights from
our past Salons.

“近距离看教育”是北京市鼎石学校系列
公益教育沙龙品牌。我们以讲座、访谈、
沙龙、体验等多种活动形式，邀请来自各
个领域的重磅嘉宾前来，分享他们关于教
育、文化、文学、艺术等话题的思想与行
动，并通过与嘉宾的交流互动唤起每个人
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里，将不仅仅只
是一场学校活动，它更应还原教育所代表
的最纯粹的意义——一个与世界相遇、讨
论、思考并产生真知的场所。

学生们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基汀老师突然跳到了讲台
桌子上面。他随即问学生们：
“我为什么站在桌子上？有人知道吗？”查理回答：
“为了感觉更高
一点。”
“不，谢谢你的幽默。”基汀用脚踢了踢桌子上的响铃。
他接着说：
“我站到讲台上，是想提醒我自己，我们必须时刻用不同
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瞧，从这上面看世界完全不同。如果不相信。
可以自己来看看吧。来吧。一旦你觉得自己懂得了什么，就必须换
一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很荒唐或者愚蠢，但必须试一下。同样，
读书的时候，不要只想作者怎么看，想想你怎么看。同学们，你们
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找到的可能性就
越小。梭罗说，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别陷入这种境
地。冲出来，别像老鼠逃跑似的…要敢于开拓新的天地。”
于是，学生们一个接着一个跳上讲台的桌子，兴奋地张望着…

这是影片《死亡诗社》中一处深深打动我的经典片段。
这部著名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在追求高升学率却暮气沉沉的威尔顿预备
学院，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平静的绝望之中”。基汀老师的出现像一道温暖清澈的光，照
亮了学生们的生活。基汀教会他们独立思考，让他们撕掉书页，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用心感受
诗歌真正的美；他告诉孩子们“抓住每一天”有多重要，甚至让他们站在课桌上，用一种全新的
视角看世界……对基汀而言，站上讲台只是向上跨出的一小步，而在学生们看来，却是精神上迈
出的一大步。
“一旦你觉得自己懂了什么，就必须换一种角度去看”，基汀的这句话自始至终让我警醒。世界
是什么？如果世界不能被我们认识穷尽，我们一向所说的世界究竟指向何方？我想，这个世界，
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不能穷尽存在的复杂与神秘，这样的发现和探寻肯定是永无终结的。就像存
在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样，生命的意义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对大多数人而言，获得可贵的成熟往往也就意味着不断减少新奇感和可能性的过程。如果我
们将生命比喻作一个没有边际的田野，那么大部分人都只认识了所处的一角，一块脚下的空
地，或是他们经常踏足的小径。我们常说“不忘初心”，但初心并非只是指原先最初的愿望。在
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它指的是我们尚未受各种习性羁绊之前，那种想要探索周遭一切的渴望
与热情。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保持心如大海般地热爱生命，我们就必须在我们自身
中发展它。

像需要水和空气一样去追求智慧、艺术和美吧，这是人生中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它们是这个世界
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这样一种追求和向往，正是我们举办教育沙龙系列的起点和初衷。新
的一年，哲学、诗歌、音乐、戏剧等等这些人类文明珍贵的瑰宝，将会在鼎石的上空熠熠闪耀。
苏珊·桑塔格曾在书中写到，书让我们彻底成为人。我更愿意把这句话理解为：当我们像阅读一
样重新去观看、感受和体认世界的广阔与无限，我们才真正有可能打破自身的渺小与狭隘，获
得更多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和爱，于是开始懂得真正的谦卑和感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所有沙龙中，我们也将邀请鼎石的学生参与并主持与学者、艺术家
和教育家们的对话环节。孩子们将有机会与他／她们心目中的“大师”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一
探究竟。当我们报以真诚的态度交流，从而激发我们彼此身上最优秀的品质，然后便会产生高于
我们个人的真知灼见。我衷心地希望，
“与嘉宾对话”这个环节可以成为每一场沙龙的点睛之笔。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程抱一先生曾经在接受访谈时说过的一段精彩发言，我想它就是我们此举的
最好注解：”一个人与一种文化的伟大，是以它的开放性来衡量的。生命的提升与超越，只能通过
不断交流才能产生，若是自己在房子里照镜子，永远不能超越。很多人以为，受外来的影响会失
去自己的灵魂，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相反，只有更丰富自己的
灵魂才有意义。还比如你与一位西方或东方的圣者谈话，怎么会失去你的灵魂呢？相反他的光照
只能发扬你生命中最好的一面。如果你身上有点光的话，也只会发扬他身上最优良的一部分。”
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时代，你就是怎样的时代。你热爱怎样的生活，你便拥有怎样的生活。你的
心有多广阔，你的世界就有多广阔。当我们做到不再只执着于物质，而忽略精神，当我们开始思
考、寻找一些问题与答案，当我们开始观察并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世界，它所包含的丰富、神奇
和美，便会在我们心中慢慢浮现。很多时候，内心的疆域就是这样被直面而拓展开来的。
“我们来自虚空，却又身处无穷”，这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新学年开启之际，赠予大
家。人生路漫漫，给那些美好却看似“无用”的事物腾出一点空间吧，生命的容器有限，不要全
部用“大事”填满。
我们在这里，等你…

刘媛
市场与传播总监
北京市鼎石学校

Upcoming salons
教育沙龙预告

Zhou Guoping On Keeping a Philosophical Mind
周国平
让我们永远保持哲学式的追问
2017.9 | 2017年9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Zhang Yiqing Decoding 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解码汉字的文化之美
张一清
2017.10 | 2017年10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西川对话
安兆宁

A Dialogue with a Young Poet
与年轻诗人的一次对话

2017.11 | 2017年11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Chen Xi
Eine kleine Nachtmusik at Keystone:
Jin Wenbin The Child Prodigy Who Changed the World
陈曦/金文彬 莫扎特之夜：走近“用音乐改变世界”的男孩
2017.12 | 2017年12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Meng Jinghui The Power of the Stage
孟京辉
戏剧使我有力量
2018.1 | 2018年1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Melanie Hsu

Nurturing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Children
Gives Them a Head Start
你了解我们大脑里的“执行功能”吗？

2018.3 | 2018年3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Zhang Chaoyin The Himalayas: The Final Frontier
张超音
喜马拉雅最后的净土
2018.4 | 2018年4月
High School Library | 高中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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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alons:
LOOKING BACK
教育沙龙回顾

Feeling at Home with Two Languages
认识双语能力的正确打开方式
Exploring the Chinese “Way” Through Nature’s Eye
Astronomy • Nature • Lifestyle
良辰 从二十四节气看中国文化
The Journey of Connecting Higher Education with Your Life Passion
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该如何决择？不如从自我认知开始
Find a College that Fits You:
Nancy Chen of Beijing’s US Embassy Advises at Keystone Education Salon
美国使馆教育官员权威解说｜申请美国高校，怎样在“大海”里“捞针”？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Prof Gong Explores Chinese Literature at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著名学者龚鹏程：“在文学中去想象整个世界”
Designing Spaces Conducive to Learning
一座恰如天堂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Music Masters’ Lessons Learned
音乐有一万种抵达你内心的方式，这也许是最好的一种……
Language Learning Partnerships
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千头万绪，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Previous Salons: Looking Back | 教育沙龙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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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ose-Up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stone Salon |“近距离看国际教育”鼎石教育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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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 | 2017年9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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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ose-Up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stone Salon |“近距离看国际教育”鼎石教育沙龙

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Zhou Guoping
周国平
Born in Shanghai, Zhou Guoping studied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

philosophy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

his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from the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深入研究尼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is

采及其哲学、美学理论，发表译著、专论多部；曾

currently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the Academy, specializing in
Nietzsche and aesthetics.

写若干哲理散文。其作品充满了人生的智慧，融
理性和激情于一体，笔调清新自然，深受读者喜
爱。主要著作有：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人与永恒》、
《尼采与形而上学》、
《周国平文
集》、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守望的距

In addition to his multiple translated works

离》。主要译著有：
《尼采美学文选》、
《尼采诗

and monographs, his essays and prose

集》、
《偶像的黄昏》。

are also celebrated for their passionate
yet philosophical style. His main works
include: Nietzsch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umanity and Eternity,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Selected

Works

of

Zhou Guoping, Niuniu: A Father’s Diary,
Selected Works of Nietzsche on Aesthetics
(translation),

Collection

of

Poems

by

Nietzsche (translation),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ion).
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2至1968年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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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and Aristotle both believed that philosophy begins in wonder. Why are water drops
round? Why is blue blue? We all have uttered hard-to-answer questions like these in our
childhood. Where did I come from? What life do I wish to lead? We all have encountered these
puzzles in life.

To philosopher and writer Zhou Guoping, these questions stemming from an innate curiosity
about life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are nothing short of philosophical. To him, philosophy is
the combina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and our own lives.

In a way, children are not just born artists, but also philosophers by nature. With the right
nurtur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nters in lif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the
inquisitive nature found in children can stay with us for a lifetime.

In the modern educational context, Keystone Academy cherishes this inquisitive nature with
its commitment to exploratory learning. To quote Zhou, what is important here is not just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for philosophy helps us keep our wonder and inquisitive
mind towards the world at large rather than provides definitive answers. Curiosity is the
precursor of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Let’s applaud the boundless curiosity in children and cherish this childlike wonder within us.
In this salon, Zhou Guoping will share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f a curious mind and offer u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and life as we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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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疑。

“为什么水滴是圆的？”
“为什么蓝色是蓝色？”……
几乎每个孩子都提出过这样让人无法回答的疑问。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过怎样的一种生活？”……
几乎每个孩子也有过类似的关于人生的困惑。

在哲学家、作家周国平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十足的哲学性质的追问——水滴、色彩，是关照周围的
世界，是世界观方向的好奇；渴望理解人生是人生观层面的思索。而哲学，正可以概括地称为世界
观与人生观的集合。

看来，孩子不只是天生的艺术家，也是天生的哲思者，并且这样哲学性质的追问可以因为生活的磨
砺和智力的启蒙终生相随。放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特别是提倡探究式学习的鼎石学校，这样的追
问弥足珍贵。用周国平的话来说，它们皆无最终答案，
“因为哲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确定的答案，
而在于使我们始终保持对世界和人生的惊疑和追问。好奇心又是智力觉醒的征兆”。

那么，就让孩子永远保持这样的好奇心吧，而且让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成年人一样保持这样
的好奇。在又该秋收冬藏的时节，听哲学家、著名学者周国平向我们讲述他自己关于这种“好奇”的
梳理，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以为的世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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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汉字的
文化之美

Decoding 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stone Education Salon Series
鼎石近距离看教育系列沙龙

Zhang Yiqing

张一清

2017.10 | 2017年10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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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Zhang Yiqing
张一清

Zhang Yiqing is th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ndard Chinese and
Linguistics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has been a guest speaker on CCTV’s
“Lecture Room” and “Chinese Characters
Dictation Competition”. Professor Zhang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has spent
the past twenty years resear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普通话和语言教学
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
《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文化嘉宾；毕业于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二
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汉字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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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character has thousands of years in it.
- Chen Yinque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has seen Egyptian hieroglyphs, Mesopotamian cueniform, and
Mayan glyphs come and go. But only Chinese characters still remain to this day as the world’s
longest-lasting writing system. Chinese characters don’t just convey linguistic meaning. They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a ric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legacy.
Zhang Yiqing has spent many years supervising 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ing the
or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fessor Zhang has sought to show how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e to one another as part of a complex web. He has published many
papers and appeared on linguistics documentaries, opening up the beauty and the wonder
that are Chinese characters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Based on his extensive research, Zhang Yiqing has revealed the history behind Chinese
characters for his readers, bringing forth all those mysterious and fascinating tales that were
once lost in the mists of time. Those stories don’t just tell us about our own cultural history
but also pass down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through each and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As Chen Yinque himself would agre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engine of and the vehicle
for what Chinese culture truly is. Each character is not just a standalone symbol but exists
in relation to other characters. These characters often overlap and within each group of
characters, there are a myriad of differen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Zhang Yiqing, through his quest to popularise the culture behind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help
his salon audience to look at all the characters we use every day in a whole new light, opening
up their beauty and giving us a glimpse into their very genesis of creation as well as their
meaning and transmission to the presen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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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等相继成为历史的陈迹，唯汉字独存，仍然
被广泛使用中。汉字，作为当今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它记录语言的符号繁多，更是承载着
丰富美好的寓意以及渊源流长的文化内涵。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普通话和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一
清教授多年来浸淫于汉字研究，追根溯源，寻索其间的脉络相承，为汉字寻找家族，将汉字家族编织成
网络，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出版众多汉字研究的书籍、参加语言文字类电视节目，为观
众解读汉字的文化内涵，引导普通中国人重新认识汉字之美。
基于自身扎实的专业知识，张一清更是创造性地将汉字与历史结合，为读者盘点历史故事，揭示出王朝
名称用字背后的万千玄机和无穷奥秘，令读者在品味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汉
字所承载和传达的巨大能量，令读者受益匪浅。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载体，陈寅恪先生所说诚非虚言。每个汉字又都不是各自独立的符号，而是
存在于族群之中，有着共同的意义交集。汉字族群之间、族群内的汉字之间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普及和传达汉字文化的过程中，张一清教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每天使用的汉字；能
够感受汉字之美，能够看到汉字最初的构造、意义和承载的意义之美好。

17

Upcoming salons program | 教育沙龙预告

2017.11 | 2017年11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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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Xi Chuan
西川

Xi Chuan was born in 1963 and is a professor
in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Center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poet, an
essayist and a translator. Xi Chuan studied
English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worked as an editor for the magazine
Huangqiu (Globe Monthly) for eight years.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the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y of Iowa
(US) in 2002, a visiting adjunct professor to
New York University (US) in 2007, and the
Orion Scholar to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in 2009.
Xi Chuan has been well know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 since his student days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e has spent over 20
years creating a vast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studying the role of poetry in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contexts such a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
Born in 2001, An Zhaoning is a Grade 10
student. He loves basketball just as much
as he loves poetry. An uses daily life, what
he sees and experiences as inspiration for
his poems. He has shared his poetry at
Keystone weekend poetry recitals.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现任北京
师范大学莫言国际写作中心教授，他1963年出
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
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西川自80年
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曾与友
人创办民间诗歌刊物《倾向》
（1988—1991），参
与过民间诗歌刊物《现代汉诗》的编辑工作。他
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作品
有《深浅》、
《大河拐大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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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s are those who seek the ultimate truth,
those whose youth crosses the centuries
but have no history behind them.”
- Rainer Maria Rilke

An artist will keep drawing a single egg;
A director will keep shouting ‘cut’ to rehearsing actors;
A musician will keep repeating the scales;
A poet has paper and pen with only his inspiration as a guide.

To Xi Chuan, poetry is probably the most easily misunderstood among all art forms.
Those poems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and Shakespeare’s sonnets
Still speak to us over the centuries.
Time has merely gilded these masterpieces, while
Age has not withered these poets’ infinite variety
And they still walk with us today.

What truly is poetry?
A dialogue between two poets;
One of professional renown and one who is starting on his journey;
How would they define poetry?
What new perspectives will arise?
How will young poets find their own voice?
What creative inspiration can the acclaimed poet bring to us here at Key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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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Chuan once said, “realism in poetry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ruth, every
object is imbued with poetry, no matter if
it is beautiful or ugly, good or bad, light or
dark. You only need to discover and capture
the object’s innate poetry to bring out the
sublime from the mundane.”
An Zhaoning defines poetry “as a method
of expressing yourself, the same as music
and painting. For some people, those art
forms are perhaps the best way to pour out
their feelings; but for me, poetry is the best
medium to communicate.”
Join us for a dialogue about poetry between
an accomplished poet and one who has just
started to find his poetic voice. This meeting
will cross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to discuss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poetry and the
eternal search for truth.

Upcoming salons program | 教育沙龙预告

“艺术家是追求终极目标的人，
始终以年轻的生命穿越世纪，
身后没有任何历史。”
——里尔克

一个画家会对一只鸡蛋反复描画；
一个戏剧导演会对正在排练中的演员反复叫停；
一位音乐家会对某个音符重复练习；
诗歌，似乎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一点点灵感而已。
在西川看来，所有的艺术领域中，
最容易让人误会的莫过于诗歌了。
他不相信“李白斗酒诗百篇”，
也不相信诗人出自诗意的生活方式。

今时今日的我们，
阅读着唐诗宋词、莎士比亚，
亦能心领神会。
时间，只使其增添光彩。
那些古今中外的诗人，
却像我们同时代的人，
或者说，他们其实属于任何时代。

诗歌究竟是什么呢？
当诗人相互对话，
一位业已成名；一位尚在摸索；
他们会如何定义诗歌？
诗歌是否可以被传授？
他们将激发什么样新的观点？
年轻的诗人，要从何处寻找自己的声音？
处于创作鼎盛期的诗人，会给年轻人什么创作建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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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以来，不仅创作了大量诗
歌作品，更是在诗歌写作、诗歌与文明、诗歌与
时代、诗歌与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思考。
关于诗歌，西川曾谈到：
“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
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
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
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
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安兆宁，生于2001年，鼎石11年级学生。他钟爱篮
球，也热爱诗歌。他将自己的日常经历与亲眼目
睹到的事物化为灵感，写进自己的诗歌之中。他
曾经周末在鼎石举办过读诗会，与大家分享自己
的创作心得。关于诗歌，安兆宁说：
“诗歌也是
一种表达方式，就像是音乐和绘画一样。对于某
些人来说，倾诉可能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可对于
我来说，诗歌就是是最好的沟通媒介。”
2017年11月，鼎石教育沙龙系列将为您带来“西
川对话安兆宁：与年轻诗人的对话”。 一位“零
零后”的年轻诗人安兆宁对话一位“六零后”的
著名诗人西川。他们的对话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
火花呢？关于诗歌，他们将会有何见解？这将是
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谈，一场关于诗歌本质的讨
论，更是关于永恒真相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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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kleine Nachtmusik at Keystone:
the Child Prodigy Who Changed the World

莫扎特之夜：走近

“用音乐改变世界”
的男孩
Chen Xi

Jin Wenbin

陈曦 金文彬

2017.12 | 2017年12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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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Chen Xi
陈曦
Chen Xi (Violin) 小提琴演奏家陈曦
Chen first started to learn the violin at his
father’s knee at the age of 3; at 12, he held
his first recital; at 13, he began to perform
in well-known philharmonic orchestras,
both here and abroad. When Chen was 17,
he was chosen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o
attend the 12th International Tchaikovsky
Competition held in Moscow, in which he won
the first prize, becoming one of the youngest
ever recipients in its history. Chen’s excellent
results at China’s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s affiliated high school gained him
entry into the famous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received
instruction from the late Joseph Silverstein,
renowned educator, violinist, conductor,
and concertmaster of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2008, Chen entered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and under expert guidance,
he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as well as the
Dean’s Prize, the highest excellence award at
this prestigious university.

Jin Wenbin
金文彬
Jin Wenbin (Piano) 钢琴演奏家金文彬
Jin began to learn the piano at the age of 4;
at 12, he entered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s affiliated high school with the highest
score in all of China; at 18, he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to pursue his studies at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becoming the youngest ever
graduate student in music in the school’s
history. Jin’s excellent results gained him entry
into th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and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Jin Wenbin is the only musician to be in the top
thre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s recognized
three big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s
in China. His performances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in the world greatest concert halls. Jin
has also been the recipient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s exceptional scholarship. At present,
Jin teaches piano at Keystone.

金文彬从4岁开始学习钢琴，12岁以全国第一名
的成绩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8岁以全额奖学

陈曦3岁正式随父学琴，12岁举办独奏音乐会，13

金考入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成为了建校历史以

岁开始与国内外知名交响乐团合作。2002年，由

来最年轻的音乐表演专业研究生。金文彬以最

中国文化部选派，年仅17岁的陈曦在莫斯科问鼎

优秀成绩毕业于美国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被称为“音乐界奥运会”之称的、举世闻名的第12

（音乐学士学位）以及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音乐

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最高奖，成为

硕士学位和艺术家文凭）。金文彬是唯一一位在

继克莱默、穆洛娃等在该项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

中国文化部认证的中国三大国际钢琴比赛中取

首奖获得者。2003年，陈曦从母校中央音乐学院

得前三名的钢琴家。他的演奏足迹遍布全球各大

附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费城著名的

主要音乐厅。金文彬是中国文化部特殊奖学金

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演奏家、指挥

的获得者。目前，金文彬在北京市鼎石学校担任

家，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兼副指挥约瑟夫·席尔

音乐（钢琴）讲师。

维斯坦先生。2008年陈曦考入美国耶鲁大学音乐
学院，师从于著名教育家姜孝，随后获得耶鲁大
学硕士学位，并获得音乐学院最高荣誉院长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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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as a boy from a middle-class family who loved math;
He was still a young child when he travelled around Europe with his family to cement their
reputation as musical geniuses;
He became a composer of great renown but always one step away from poverty;
His pioneering works stood for equality and freedom with some even banned;
Who is he?
If I were to mention “The Marriage of Figaro” or “the Magic Flute” then I’m sure you will know
I’m talking about the one and onl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However,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musical legend that is Mozart. His works
have been placed at the pinnacle of musical perfection for centu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misfortunes of his life remain relatively unknown. People often say that we should always
examine a composer’s work by understanding where it came from; however, how could such a
tragic and sad figure produce such transcendental and joyful music?
So, how should we see Mozart’s music? Were his musical gifts a blessing or a curse?
Was his music, full of life and happiness, an expression of his own joy or merely a hopeful call
from the depths of his own personal mise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ruth behind the legend, we are going to
have our very night of Mozart here at Keystone. You will receive a visual panorama of the life of
the maestro and hear a carefully-chosen selection of his works, performed by violinist Chen Xi
and Keystone’s very own Jin Wenbin on the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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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中产阶级，从小喜欢数学；
只几岁大就和姐姐巡演多国，为音乐家族赚足声名；
他努力成为自由作曲家，几度辉煌却也常常为钱所困；
他的作品可见平等自由的先锋色彩，有的甚至一度被禁演；
……

他是谁？

如果不说《费加罗的婚礼》、
《魔笛》是他的杰作，恐怕你很难猜到，他就是沃尔夫冈·莫扎特。

莫扎特，就是这样的让人五味杂陈——他的音乐在几百年后依然为全世界所珍视，而他多舛的命运
却少有人知。我们总是说，要把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作者所处的当下去理解，但是乍看上去，这样的逻
辑在莫扎特身上并不成立：他的音乐总是迸放出乐观、明快的气息，绝难被和他并不愉快的人生联结
在一起。

那么，我们要怎样理解莫扎特的音乐？音乐神童的名誉对他来说是诅咒还是祝福？他澄明、温暖的音
乐是含着眼泪的快乐，还是乐观的、向死而生的努力？

欢迎莅临鼎石教育沙龙之莫扎特之夜。你将跟随我们用影像的形式徐徐展开的莫扎特人生画卷，聆
听和理解由小提琴演奏家陈曦和钢琴家金文彬演绎的莫扎特作品。在影像和乐音的双重解说中，相
信你会向着这位“用音乐改变世界的男孩”再走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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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 | 2018年1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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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Meng Jinghui
孟京辉
Meng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64 and
graduated from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to become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directors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孟京辉，196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导演系，中国内地男导演。孟京辉是当前亚洲
剧坛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实验戏剧导演，现为中
国国家话剧院导演。他执导的《思凡》、
《一个
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百年孤独》、
《恋
爱的犀牛》、
《臭虫》、
《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

figures on the Asian theatrical art scene. He is

念》、
《琥珀》、
《镜花水月》及《艳遇》都引起了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强烈的反响。

Company of China. Meng Jinghui’s works
include “Si Fan”, “Death of an Anarchist”, “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Rhinoceroses
in Love”, “The Bedbug”, “Head without Tail”,
“Amber”, “Flower in the Mirror, Moon on the
Water”, “The Balc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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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often hoped that it is the theatre that has
chosen us,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This is what makes us who we are.”
- Meng Jinghui

In the wor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theatre, Meng Jinghui is a figure to be
reckoned with. His 1991 work “Waiting for Godot” caused a sensation in China’s art community,
with later collaborative works such “Hamlet” and “Rhinoceroses in Love” breaking new ground
on the theatrical scene. Meng has continued to produce other great pieces such as the “Amber”
in 2005, the 2006 “Flower in the Mirror, Moon on the Water”, “Two Dogs’ Opinions on Life” in
2007 and his 2010 work “Soft”. The quick succession of these unique avant-garde masterpieces
has made Meng Jinghui the leading ligh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theatre.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rolific directors in Asia, Meng Jinghui’s works have been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y audiences around the world. His unconstrained (or even wild)
directing style, quirky plotlines and unique take on traditional works, turning them upside down
by adding seemingly irrelevant musical interludes, have all become the hallmarks of this director.

Meng Jinghui has continued to push boundaries on the stage by bringing together classical Western
theatre and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opera. In his works, Meng generally strips away all the backdrops,
lights and props that generally clutter the stage and instead makes his actors the true center of
attention. The actors are the main focus for the audience and the ones who carry the plot forward.

“I love the theatre, it fills every sense of my being and is the driving force in my life. Whenever I
create a new work, I strive to not merely present a new play for audiences but also hope that I can
make my own small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atre.” In February 2018, we are honored to
welcome Meng Jinghui to our series of salons here at Keystone to share his unique insight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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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一千次地希望，是戏剧选择了我们，
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戏剧，
这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
——孟京辉

研究中国当代先锋戏剧，必然绕不开孟京辉。他在1991年创作的《等待戈多》，当时引起了很多戏剧圈
内人的注意，被称为是与林兆华的《哈姆雷特》、牟森的《犀牛》齐名的大作，刷新并影响了很多人看待
戏剧的角度。随着2005年的《琥珀》、2006年的《镜花水月》、2007年《两条狗的生活意见》，2010年的
《柔软》等作品的陆续创作，孟京辉开始摸索出自己的先锋艺术表达的方式，以几乎一年一部新作的
速度迅速成熟，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

作为当前亚洲剧坛最具影响力的实验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的多部话剧都在观众中受到热捧。他狂
野不羁的导演风格、特立独行的剧本内容、大胆夸张的舞台效果与怪诞的音乐背景在正统的戏剧行
业中形成独有的标签。

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自身的创作手法和导演理念融入到舞台表现手法上，在作品中大胆创新，既有对
西方戏剧舞台理念的借鉴，也有对东方戏曲舞台的融合。他主张极简的舞台风格，幕布消失，灯光不
再，道具几乎没有，一切舞台的中心归于演员，一切的演员归于表演，他以这种极简的风格将观众的
注意力集中于戏剧本身，将戏剧与表演的魅力放到最大。

“我爱戏剧，戏剧能把生活穿透，使我变得有力量了。我在创作过程中不仅是演戏给别人看，我希望自
己是戏剧发展的一部分。”2018年2月，孟京辉将做客鼎石教育沙龙系列，与观众现场分享他的戏剧作
品片段，为您分析话剧舞台背后的创作理念，赏析戏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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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ing Executive Functioning in Children Gives Them a Head Start

你了解我们大脑里的

“执行功能”吗？
Melanie Hsu

2018.3 | 2018年3月
Multi-purpose Room |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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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Melanie Hsu
Melanie Hsu is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Spectrum Disorder Center in San Jose, CA

at Children’s Health Council, Sunnyvale,

(USA), where she worked for four years

CA

conducts

in diagnoses, research, supervision, and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on, and

training. She currently continues to work

recommends support for children 0 to

part-time at the Kaiser Permanente Division

18 years with a variety of presentations,

of Research with the Autism Research Project

including: executive functioning concerns;

as the clinical lead for two research studies.

(USA),

general

where

she

developmental

delays;

anxiety;

learning disorders; cognitive delays; trauma;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giftedness.

Melanie Hsu是美国加州桑尼维尔儿童健康委员会
的儿童健康临床心理学家。她为0至18岁孩子进
行脑神经心理学评估，并为他们遇到的一系列问
题提供多种支持和建议：如执行功能问题、发育
迟缓、焦虑、学习障碍、智力发育迟缓、创伤、自

Dr.

Hsu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闭症和资优问题。

Washington for her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Psychology. After working for a year as
a residential treatment counselor and in
a genetics lab, she attended the 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at Palo Alto
University (USA) to obtain her PhD in Clinical
Psychology with emphases in Child & Family
and Health Psychology.

Dr.

Hsu

completed

Hsu博士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心理学本科学习，
曾在一间遗传学实验室工作，并担任过一年驻
院心理咨询师。之后，她前往帕洛奥图大学的
太平洋心理学研究所攻读心理学，获得了临床
心理学博士学位，专精于儿童与家庭及健康心
理学方向。Hsu博士在加州圣何塞的凯萨恒健自
闭症研究中心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在那里的4年
间，她主要的工作是诊断、研究、督导和培训。目
前，Hsu博士继续在凯萨恒健的研究部门兼任两
个项目的临床研究负责人。

her

postdoctoral

residency at the Kaiser Permanente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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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functions are a set of mental skills
that help you get things done independently
in a quick and efficient manner. These
include paying attention, starting tasks,

我们的大脑拥有一种“执行功能”，它帮助我们
独立而高效地完成各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注
意力的集中、任务的展开、停止某项行为、规划
事情、确定顺序、进行组织、灵活变通、监管自
己、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等。执行功能对于我
们在人生当中各个方面的胜出至关重要。

stopping behaviors, planning, sequencing,
organization, flexibility, monitoring yourself

既然如此，从小就开始培养和发展执行功能的

and the environment, regulating behaviors

能力非常必要。大多数孩子固然能够自然发展出
其中某些能力，不能否认的是，有些能力是可以

and emotions, and generally being more

通过训练而习得。聆听这场讲座，您将不只了解

proficient in many aspects of life. Executive

执行功能的相关知识，更能就如何辅导孩子锻

functioning skills are imperative in being

炼执行功能而获得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successful in multiple areas of life, including
at school, at home, and at work.

As executive functions allow us to be efficient,
it is crucial to develop and practice these skills
as young children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at
home, at school, and at work. While most
children naturally develop some executive
functioning skills,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 be taught in order for children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get ahead.

This salon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how to best
support and nurture these areas in order to
help children be effective and successful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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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malayas: The Final Frontier

喜马拉雅
最后的净土
Zhang Chaoyin

张超音

2018.4 | 2018年4月
High School Library | 高中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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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Profile
嘉宾介绍

Zhang Chaoyin
张超音
Born in 1958 in Lanzhou, Gansu, Zhang
Chaoyin is a famous cultural photographer.
He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at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the
Queensland College of Art at the Griffith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obtaining a Master’s

张超音，1958年出生于甘肃兰州，著名民族文化
类摄影家。相继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中
央美术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
学院。视觉艺术摄影硕士。任中国民族出版社记
者、图书编辑，
《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出
版有《中国藏族石刻艺术》、
《秘境之旅一巴基
斯坦》、
《中国风光》、
《最后的净土》等画册、图
书。六十余次深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和西藏
等藏区，拍摄50000余张照片，累计文字资料十
万多字。

degree in Visual Arts.

Zhao has been a photojournalist for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 photo editor and photographer for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Zhang’s published
works include The Art of Tibetan Sculpture,

Travel to the Land of Mystery – Pakistan,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his 60 trips around Sichuan, Yunnan, Gansu,
Qinghai and Tibet, Zhang has taken over
50,000 photographs and compiled extensive
written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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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I can never go back to the Tibetan
plateau from the past, I hope that through my

photos, I can show a glimpse of those lofty peaks
and clear rivers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 Zhang Chaoyin

It is said that the Himalayas are the roof of the

and Yellow Rivers as well as the scenery of

world, the place where we are as close as anyone

the Qilian Mountains and the rich traditional

can be to touching the heavens themselves.

cultures that they protect.

The snowy peaks and the icy glaciers of the

Zhang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ibetan plateau sparkle under the boundless blue

a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Sanjiangyuan

skies and white clouds. The 2.65-million-square-

Reserve in Qinghai. Over the course of 45 days

kilometer highlands provide an ever-lasting

and a total of 8,000 kilometers, he undertook

snapshot to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shaped

research in both the Sanjiangyuan and Hoh Xil

our planet since time immemorial, with each and

Nature Reserves as well as at the 10 sources of

every lofty mountain and slow-moving glacier

the Yangtze,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Mekong.

playing its own part in the story of our Earth.

The photos he took have now been collected
into his book “The Final Frontier”.

Camera in hand, Zhang Chaoyin has spent
more than 30 years documenting the wonders

Through Zhang’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we

of this remote world. Ever since he first

experience the peace and tranquility of those

climbed into his 2020S Beijing Jeep to drive to

beautiful natural wonders. Zhang’s photos

the vast Hoh Xil nature reserve in 1985, Zhao

show the area’s rich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ts

has taken over 60 trips around Tibet, Sichuan,

environment, which is in the process of great

Qinghai, Gansu and Yunnan and made many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n ever-lasting

visits to India, Nepal, Bhutan and Pakistan,

and valuable record of a lost world for future

taking over 100,000 photographs to create an

generations. Through his photos, Zhang

extraordinary record of the history, geography,

hopes to accurately record Tibetan culture

religion, arts and cultur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open people’s eyes to the wonderful and
precious environment of the plateau.

Zhang has also visited the Ngari Plateau in
Western Tibet,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In this salon,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in Nepal, the lush forest of Medog County, and

photographer Zhang Chaoyin will show us

the Yuzhu Glacier 65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some of his photographic masterpieces and

He has also snapped photos of the glacier of

share with us his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from

Cho Oyu and the sources of both the Yangtze

the Rooftop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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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还原青藏高原大山河流的原貌，但我希望
通过我的照片记录，讲述关于他们原来的故事，
让更多人关注它。”
——张超音

有人说，喜马拉雅是地球上距离天堂最近的地

还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作品中记录着青藏

方。

高原很多文化景观、地理生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经济文化冲击影响，照片中的很多冰川湖

青藏高原上那一列列的冰川和雪岭，在蓝天和
白云的掩映下，熠熠闪耀。推动这个广达265万平
方千米的高原演绎沧海桑田故事的板块，那一
道道的山岭和一串串的盆地演绎了沧海变桑田

泊已发生变化，甚至不复存在。因此，他镜头记
录的变迁过程，更显珍贵。他希望通过镜头尽量
完整地把西藏的文化如实地记录下来，唤起人们
对环境的关注。

的故事，见证着地球的脉动。
在本次沙龙中，张超音将向我们展示自己精选的
在这片土地上，张超音带着他的相机，已经走了
三十余年。从1985年第一次驾驶一辆2020S北京

摄影作品，结合自己的拍摄经历与人生感悟，为
我们讲述最后的净土喜马拉雅背后的故事。

吉普奔赴可可西里无人区开始，随后的近20年
间，60余次进入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
省区，并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
等国家，拍摄了有关藏族历史、地理、宗教、文
化艺术、民俗风情等精美图片10万余张。阿里高
原、喜马拉雅山腹地及南坡的尼泊尔、印度板块
以及墨脱雨林地带、海拔6500米的珠峰冰川、乔
乌雅冰川、长江源头姜根迪如、黄河源头横断山
脉板块及甘肃祁连山戈壁等地区的人文自然景
观统统纳入他的镜头。

他还曾受邀参加青海三江源头科学考察。在45
天的考察中，行程约8000千米，在三江源和可可
西里源区，先后对黄河、澜沧江、长江的数十条
源头进行科学考察，照片也都收录在他的摄影
作品集《最后的净土》之中。

在张超音的摄影作品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画面
的音乐性，让我们在欣赏静止画面的同时也有动
感韵律之美。除了作品的艺术性，张超音的作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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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at Home
with Two Languages
Dr. Maureen McCoy,
Head of Middle School
at Keystone Academy
The concept of the “keystone,” in architecture, in biology, and at our school too, is that without the one stone
or species or concept, that the structure or organization will not hold up. It will fall apart. Thus the keystone
at the top of an arch holds the arch together, and a keystone species is vital for keeping an ecosystem
functioning. Here at Keystone Academy, each of our three keystones is essential for the school’s carrying out
its mission of educating well.
Many families are specifically drawn to our school because of its keystone about Chinese culture. We ar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a world context. There are few if any schools that will
provide an international-style education while allowing student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a deep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is is a keystone concept; without it, we are not Keystone
Academy.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with our second keystone, we take advantage of our boarding school tradition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we build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throughout our residential setting.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morning, noon and night during the vital years of high school lets us work to
this goal. Without it, we are not Keystone Academy.
The third keystone of bilingualism is the one that I want to focus on in this piece. We are a school that doesn’t
just teach two languages; we are a school that values the use and practice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Keystone is not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where English is the default language. English is not the fallback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o find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 However, we are not a school that
conducts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in a traditionally Chinese way either. We are a school that is linguistically
inclusive.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valued and are necessary for our functioning. In order to meld our
western,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traditions, bilingualism is a defining keystone of our school. Without it,
we are not Keystone.
Inside a Bilingual Brain
The simple definition of a bilingual person is someone who is proficient in two languages. There aren’t very
many perfectly truly bilingual people. There are some people called ambi-bilinguals who don’t even have
an obvious dominant language; both of their languages are of native-like proficiency. Few folks are equally
split 50-50 in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Most bilinguals fall onto a continuum of bilingualism built o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Their placement on this continuum
depends on the age they started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how much schooling they had in each
language, how often they use each language and in what types of situations they use each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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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rare person who is ambi-bilingual. Not many Keystone
students are or will be ambi-bilingual. For most, Chinese
will be their number one language. That’s fine; in fact, that
linguistic conne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is a major element
of Keystone bilingualism and Keystone’s commitment to
teach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Our responsibility
here at Keystone is to 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at home in
both languages, so that they can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make a mark in either language. Thus building up English
skills, from primary through secondary school, is vital for our
students. By grade twelve, students are having more than 80% of their classwork in English. While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tertiary education will be also in English, we are confident and proud that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ill be deep.
The inter-mingling of the two languages has interesting ramifications for brain development. In a bilingual
brain, there are not separate locations for 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each language. They’re together, all
entwined. Brain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vocabulary words for the same concept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parked” in the same place in the brain. When a bilingual person grabs a word in one language, the other
one is often made available, even if it isn’t used.
A research study was done with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eople, asking them to judge how alike two
English words were in meaning. Even though they were asked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about English
words, their responses were affected by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translations of those
words were written similarly. Their judgment about the two English words’ similarities and relationship
was impacted by those 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s. Even though they didn’t need Chinese for this English
question, it was immediately available to them, and in fact useful to them.
Having all those extra connections and extra information in the brain might sound like being bilingual
requires the brain to work more. Perhaps so, but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There are attitudinal advantages:
open-mindedness,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There are
situational advantages: social mobility, job possibilities, reading literature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ere are learning advantages too. Brain researchers have recently found that the brain of a bilingual person
can actually reorganize specific brain networks to create a more efficient basis for what is called executive
control. Bilingual people have mental flexibility. This means that they can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adapt
to changes happening around them,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with different people. Their brains get good at
figuring out what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what to ignore or suppress.
For students, having two languages in their heads, both separate and intermixed, helps them with decisionmaking not just about language usage. It helps with decision-making about how to manage one’s time. When
you are constantly having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ich language should be used and which term is most
appropriate, those decision-making neurons in the brain become stronger. The brain gets better at deciding how
to reach a goal, because the distractors get sorted out more efficiently. When bilingual people are continually
sorting out what to use and what not to use in their very daily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similar impacts on their
daily decision-making. With all that regular practice with evaluating if a word or phrase is useful or appropriate
in language, bilinguals get better and faster at evaluating other daily decisions, be they about scholarship or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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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even medical advantages to bilingualism. Bilingual people have been shown to sustain better
cognitive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ir lifespan, even to the point of having lower levels and later onset of
dementia in old age.
Fifty or a hundred years ago, so-called experts argued that being bilingual was a handicap, that it slowed
down and delayed processing and growth. Some parents today worry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not learning
the same academic content at the same pace as students who are not in a bilingual environment. This
is understandable, as it would seem that students are being asked to learn everything twice, one time in
each language. In fact, building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 concepts in both languages makes for deeper
comprehension. While students do have to learn vocabulary twice over, their constant back-and-forth
between the languages gives them strategies for efficiency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forge fascinating
connections that non-bilinguals miss.
Bilingualism at Keystone
Bilingualism i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We at Keystone think that the benefits of knowing two systems, two
cultures, two languages outweigh the initial jump that might happen at another school when focusing on just
one.
Let’s return to the earlier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a keystone - something that is essential for the support
and the existence of a structure, or an ecosystem, or an organization. The keystone of bilingualism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who we are at Keystone.
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as you explore your own bilingualism.
What language do you count in? What language do you use in times of stress? What language do you
dream in? In what language do you talk to your mother? These are different indicators of a person’s
primary language, but as bilingualism grows, may be done in either language.
Do you read your second language without using a dictionary? Do you ever use a dictionary when
reading your first language? Size of vocabulary is another measure of determining dominant language in
bilinguals.
Can you speak as confidently in your second language as your first? Another measure for deciding a
bilingual person’s dominant language is the complexity and length of spoken sentences.
Do you have someone who helps you with checking your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or even your first
language writing, for important pieces of writing? Correct grammar and syntax are a way to tell if a
person is bilingual, but academic or content knowledge at (or above) the level of a native speaker is also a
measure.
Keystone adults and Keystone students are all language learners. Almost everyone in our community
continues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second language (or third, or fourth). As well, almost everyone in
our community continues to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first language. We live the Keystone mission in being
lifelong learners; we are all working to get better at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We try to live our bilingualism here at Keystone, and invite you to do so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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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双语能力的
正确打开方式
Maureen McCoy博士
鼎石初中部校长

英语“keystone”一词无论在建筑学、生物学，还是在鼎石这所学校，其意义都是一致的——
如果没有这样一块“拱心石”、一种“关键物种”或是“基石”的概念，任何结构或是组
织都无法维持，终将分崩离析。
因此，正是一块拱心石将拱门牢牢维持在一起；正是一种关键物种使得一整个生态系统都
得以良好运转；而在鼎石，我们三座“基石”中的每一座都对学校完成其教育使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家庭多是由鼎石的“基石”之一——“中国主线”吸引而来。我们在世界背景下培养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几乎没有学校能够像我们一样，在提供国际
教育项目的同时，又能让学生继续培养对中国历史、文学及文化的深刻体验。这便是一个
关键性的“基石”概念；没有“中国主线”，我们便不再是鼎石。
在中学部，我们拥有寄宿制的传统，为学生打造一个可以塑造品格、培养社区归属感的环
境。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学生和老师们朝夕相处，向着这样的目标努力。没有寄宿制度，
我们也不再是鼎石学校。
还有一座“基石”双语课程则是今天我讨论的重点。因为我们的学校不只是教授两种语言；
我们也同等重视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运用与实践。鼎石并不是一所以英语为默认语言的
学校，英语也不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用以交流的唯一媒介。我们也并非一所基于中
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在语言层面上兼容并蓄。英语和汉语在鼎石同等重要
和必要。为融合美国、中国与全球三种教育传统，双语是鼎石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石”。
没有它，我们也绝不是鼎石学校。
谁是完美的双语能力者？
若是给具有双语能力的人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此人能够娴熟地运用两种语言。
然而，世界上真正具有完美双语能力的人并不多，尽管有些人确实可以做到在两种语言上
拥有同等的熟练程度，两种语言对他们来说都是母语。因此，大多数双语使用者都可被定
位于一个由听、说、读、写等技能所构成的双语连续体上。决定他们位置的因素包括：他
们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他们使用每门语言接受的学校教育程度、频率及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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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人是完美的双语能力者，许多鼎石学生也不会是。对于大多数鼎石学生来说，中文
依然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这样很好。事实上，这样的与中国语言文化的联结正是鼎石双语
课程基石的重要元素，也体现着鼎石教育和培养学生中国文化的职责和使命。鼎石的使命
之一便是培养出精通双语的毕业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向世界，用任意一种语言展现自
己的影响力。因此，通过小学直到高中的教育养成英语的技能，对我们的学生至关重要。
十二年级的时候，学生有超过 80% 的学业是用英语完成的。尽管他们的高等教育很可能
依旧使用英语，但他们依然会拥有深厚的汉语语言和文化知识底蕴以及深刻的理解力，我
们对这一点十分自信且自豪。
双语大脑原来是这样“工作的”
两种语言的共用对于大脑的发展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在具有双语能力的大脑中，每门语言
的词汇和语法并没有分割在单独的区域。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脑科学研究人员发现，在
不同语言中代表相同概念的词汇被“放置”在大脑的同一位置。通常来说，当一个双语使
用者在一门语言中想到一个词，即使没有使用到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语言的对应词也会浮
现出来。
研究人员曾针对中英双语使用者开展研究，让其判断两个英语单词的意思有多相近。尽管
研究者使用英语提问，问题也与英语单词有关，被测试者的回答依然与一项因素相关，即
这两个英语单词对应的中文是否相似。他们对于这两个英语单词的相近性和关系的判断受
到了这两个单词对应的中文翻译的影响。尽管回答这个英文问题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中文翻
译，但是中文的部分还是很快从脑海中跳出来，并且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
听上去这样额外的联系和信息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可能确实如此，但想一想随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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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优势吧。例如，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双语使用者一般会拥有开放的心态、更强的理
解力，能够与不同类型的人更有效地沟通。 他们这样的优势有时也会在各种场合中发挥作
用，如能够适应社会流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能够阅读文学原著。
双语能力也带来学习上的优势。脑科学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双语使用者的大脑
其实可以重组特定的脑神经网络，为所谓的“脑部执行控制”创造更有效的基础。他们也
会拥有“大脑灵活性”，即能够适应不断发生的变化并具有有效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的
大脑会越来越擅长辨别需要注意的与需要忽略或是移开注意力的事物。
对于学生来说，具备双语能力不仅在语言使用方面有优势，还能够帮助他们作出决断。它
有助于学生管理自己的时间。当你需要不时思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或是哪一种说法更恰
当的时候，大脑里处理相应任务的神经细胞就会渐渐变得更强大。大脑在如何实现目标方
面也变得更强，因为干扰信息能够被更高效地排除掉。当双语能力的人在日常交流中持续
筛选出可用的信息时，对其决断力的培养也会有类似的影响。借由所有这些评估一个单词
或者短语是否合适的日常的练习，双语能力的人在评估日常决定，无论是关于学业还是人
际关系方面都更擅长也更高效。
双语能力甚至能带来健康方面的优势。研究表明双语使用者能够在一生中维持更好的认知
能力，即便是到了老年，认知功能退化至较低水平，甚至是在老年失智症的起始阶段的时候，
这种优势也十分显著。
半个世纪或是一个世纪以前，所谓的专家们还认为，具有双语能力是一种身体障碍，它
会延缓人的生长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的发展。我也对有些家长的困扰有所耳闻：他们担心
孩子与其他并非在双语环境下学习的学生相比，是否在以同一速率学习同样的东西。这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看上去学生们要把每一样知识都学习两遍，每次用一种语言。实际上，
用两种语言建立起来的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更加深刻。当学生们不得不把一个词汇用不同
的语言学习两遍的时候，他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来回切换不但提升了决断的效率，也使
得他们有机会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奇妙的关联，而这是非双语能力者会错失的部分。
双语能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在鼎石，我们认为能够了解两个系统、两种文化、两门
语言的优势胜过只针对其中一种而成就的学习成果。
让我们回到我最初讲到“keystone”的意义——它对支持一种结构、一个生态系统或是
一个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双语教育便是鼎石学校不可或缺的一座“keystone”。
考察下你自己的语言能力吧
以下是一些考察和探索你自己双语能力的问题。
你数数时使用什么语言？你在有压力的时候使用什么语言？你做梦时使用什么语言？
你和你的母亲交谈时说什么语言？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第一语言的
指标，但是随着双语能力的发展，这些指标会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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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第二语言阅读时，不需要字典吗？你用第一语言阅读时，有没有用过字典呢？词
汇量的大小也是鉴别双语能力者第一语言的标准之一。
你能像说第一语言那样自信地说第二语言吗？另一个甄别双语能力者第一语言的标准
是他运用语言的复杂程度和语句的长度。
有人帮助你检查第二语言的写作吗？那你第一语言的写作呢？重要的写作作品呢？正
确的语法和语句结构也是鉴别一个人是否是双语能力者的方法，但是从一个人是否具
备母语者那样（或超过母语者的程度）理解学术或知识的水平也能够判断他是不是双
语者。
鼎石学校的每一位成人与学生都是语言学习者。在我们的社区中，几乎所有人都正在学
习或是提高自己的第二语言（甚至是第三、第四语言）。几乎所有人也正继续学习着或
是提高着自己的第一语言。我们都贯彻着成为终身学习者的鼎石使命，携手致力于在任
意一门语言中更好地听、说、读、写。我们有着双语的生活态度，也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拥有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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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ote from the Preface to the Poems Composed
at the Orchid Pavilion by the master calligrapher
Wang Xizhi reads “Hanging high is the immense
universe. Around us is a myriad variety.” These
compelling words help readers to visualize
themselv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verse. It brings
to mind the Chinese phrase “yang guan fu cha
(looking up and down to observe),” which aptly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Wang’s words. While his Preface was written in 353
CE, the origin of the quote can be traced to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masterpieces,
I Ching.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believes that
people should “look up to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sky, and look down to learn the workings of
the Earth” was also where the Chinese words for
astronomy (tianwen) and geography (dili) were
derived from. More importantly, the quote stresses
the links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By putting
ourselves in the context of heavens above and Earth
below, we were able to observe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find our place, thus grasping our own cultural
heritage. Chinese philosophy is rooted in this
fundamental notion that humanity lives in harmony
with, and as a part of nature. The Tao of humanity
lies in the Tao of the seasons and in all things and
creatures that exist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24 Sol ar Ter ms in Calendar s,
Charts, and Culture
Much of this way of life is guided by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the solar and the lunar calendars.
To complement the lunar calendar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moon, the ancient
Chinese observed the changes in the sun that
drove the rhythms followed in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This set the 24 solar terms. Though the
traditional lunar calendar and solar terms were
abandoned from the official state calendar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Gregorian one following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the use of the solar terms
along with 72 pentads constitute a Chinese solar
calendar that has been in use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There is evide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o that
alludes to the traditional uniqueness that combines

the lunar and solar calendars, such as this popular
quote from a Tang-period poem, “flowers remain
the same year after year while people change year
by year.” The phrase “year after year,” translates to
sui sui nian nian in Chinese. This is relevant because
sui is in reference to the sun, and nian in reference
to the mo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phrases are
a significant reminder of the marriage of the solar
and lunar traditions. However, the lunar and solar
system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the mo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 is termed shuo (new moon), the
fifteenth day is referred to as wang (full moon), and
the sixteenth day is ji wang (close to full moon).
Meanwhile in the solar terms, dong zhi (winter
solstice) mark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year. In the
later Chinese periods such as the Qing dynasty,
dong zhi was referred to as sui shi (turn of the yea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aracter for sui is still
used to mark a person’s age or the turn of a person’s
year.
The winter solstice also has deep root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full container of water will spill,
and a full moon will start to wane,” states I Ching.
This is in reference to the beauty and import of
dong zhi. As a day that is marked by the longest
night and shortest day, it is also one tha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period because then the days
get longer and nights shorter. So, on the darkest day
of the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the bright sunlight
because following winter solstice, the day starts to
get longer.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inter solstice is as
important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because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ait for spring – a time cherished
by most.
But the wait can be long. To make the long dark
winter nights more interesting, a chart of pastime
was created – jiu jiu xiao han tu, or the Chart
to Pass the Cold. The chart covered a period of
81 days that ended in the blossoming of spring.
Tradition prescribed many activities to pass the
long winter nights, the most common being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Ming dynasty,
painting was preferred, and calli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 Painting may have involved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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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anch with nine spring blossoms, each blossom
with nine hollow petals. This would allow a person
to paint one petal a day till the end of 81 days.
Meanwhile, the calligraphy is a line of poetry
containing nine characters, each with nine strokes.
By tracing a single stroke each day, one would
complete the calligraphy in 81 days. The one
line poem translates to ‘the courtyard’s droopy
weeping willows await the breeze of spring.’
The beauty of the seasons is not just tradition and
ancient customs; it is guided by astronomy. The
axis of rotation and the orbital plane of the Earth
form an angle, i.e., the angle at which sunlight
reaches the Earth. The position at which the Sun
can be directly overhead is framed between the
Tropics of Capricorn and Cancer, which is the
scientific mark of the winter and summer solstices
respectively. These also guide the eight farming
terms depending on the area where the sunlight
touches the Earth. There are also terms named
after weather conditions (e.g. xiao shu, or a bit
sweltering; da shu, or most sweltering), which
are linked with how we feel physically. The last
category of solar terms with poetic names involves
depictions of climatic and natural phenomena,
including yu shui (more rain than snow), jing zhe
(hibernating insects awaken), bai lu (dews) and
da xue (heavy snow). These categories together
make up the 24 solar terms. For a major ag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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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like China, the rhythms of farming and
agricultural cycles were determined by astronomy.
Traditions of Everyday Life
The River Zhen and Wei
Overflow on their way.
The lovely lad and lass
Hold in hand fragrant grass.
“Let’s look around,” says she.
“I’ve already,” says he.
“Let us go there again!
Beyond the River Wei
The ground is large and people gay.”
Playing together then, they have a happy hour,
Each gives the other peony flower.
The Book of Songs
Though it seems that some of the traditions
were born of a need to “pass time,” to the
ancient Chinese, time was a medium to enjoy
the subtleties of life, nuances of natur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all living things.
The verse above, from one of the oldest existing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oetry, is symbolic of that
which draws and links humans to the joys and
pleasures of nature. To take another instance, the
process of painting the nine spring blossoms over
nine nine-day cycles is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ubtle link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ver time. Even today we can reli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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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solar terms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s.
One such ancient festival, related to farming, called
Shangsi was celebrated in the third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is was at the end of spring,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with all living creatures coming
back to life and flowers in full bloom. For me, this
festival symbolizes Chinese Valentine’s Day more
than Qixi, which is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 encourage my students to give their
loved ones peony flowers on that day. Even in my
own private workshops, I advocate for the adoption
of these ancient festivals in our contemporary lives.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tend to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ones focusing on embracing nature
such as Shangsi and Double Ninth Festival; and
the ones focusing on ethics and family reunions.
However, it seems that only the festivals in the latter
category includ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have
prevailed till this day and age. Instead of focusing
solely on family-centered festivals, which have
been simplified to feasts and festivities, we need to
restore traditions that help us embrace nature, and
restore our agrarian heritage.
The 24 solar term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72 pentads. In simpler terms, each pentad is a
three five-day unit called hou or zhenghou. Even
the smallest change in a season or temperature is
reflected and can be observed in nature as a clear
sign or zhenghou. Let me explain from my own
experience. I remember standing on the frozen
Kunming Lake in the Summer Palace in the first
pentad, which is when spring begins. As I stood
there I could hear the cracking of the icy surface.
It is the nature’s way of signaling the first signs of
spring with the melting of ice that releases the
fish holed in through a whole to rise above the
thinning ice to greet the increasingly warm sun.
This is the kind of wisdom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we can gain the ability
to observe the laws of nature, as they have already
been codified into a practical system of calculating
time.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calculate time too,
such as measuring it with the blossoming of

certain flowers. The ancient Chinese sought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in
many ways.
Op e n Y o u r H e a r ts . S e n s e t h e
World.
Some of the oldest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make
reference to this harmonious existence, such as
this: “man is on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s well
as all living creatures,” or “Heaven and Earth exert
their influences on all things allowing humans to
feel the true character and emotions of Heaven
and Earth,” from I Ching. There is much depth in
two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is classical text;
these two characters are for the word feeling or to
feel or ganqing.
If we unpack the character gan ( 感 ), the top half
( 咸 ) means “all” or “harmonious”, while the
bottom half ( 心 ) means “heart.” But where does
this character come from? It is derived from our
five senses –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and touch.
The idea of the five senses led to the idea of ‘feeling.’
In essence it is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moved
emotionally when they feel, such as when they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nature. This ancient school
of Chinese thought led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since the five senses are used to interact with the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world around us, thereby
creating a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d everything
else in this world. The second character, qing
( 情 ), has a history that stretch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to its first mention in the Book of Rites.
In this work, qing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seven
humours – the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system
of body functions that influences an individual’s
natural personality.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qing naturally comes from within while
gan is a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wider world, therefore these two concepts
come together within, and through man to produce
feeling.
‘Open your senses to the world and open your
heart’ is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Chinese character, and also what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do in their lives.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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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do so, I am often asked especially by
friends with children who are looking into what
they should study at university: “We really lik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but wouldn’t our kids
be a bit too sensitive and emotional if they get into
the classics?” Being culturally sensitive and aware
of your roots does not mean a natural tendency
for oversensitivity or an emotional demeanor.
Gan is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and if this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being open and positive then our own attitude to
life will be positive.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is this idea of opening
one’s senses to open our hearts, creating a sense of
joy and happiness as an extension of being part of
nature. I have always striven to cultivate the ideal
character as prescribed by Chinese culture, which
requires one to open one’s senses and hearts, to be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and to observe ways of
the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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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nowned poet of ancient China, Xie Lingyun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comes from four things:
nice weather, beautiful scenery, inner happiness
and pleasant events. Nice weather and beautiful
weather are given to us by Heaven, however, inner
happiness and pleasant events are what come
about when we experience the first two. The inner
happiness and joy of every single person comes
from within, just as much as from without. This
renewed way of thinking will connect us once
again to nature, as our ancestors once were. By
seeing ourselves as part of the stars, the lofty
mountains, the babbling brooks, the lush forests,
every one of us will be able to open our hearts to
the joys of existence. Every n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making and history of humanity, whether
it i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Britain or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is our attitude to natur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world that can be its legacy, a legacy
that humanity is beginning to see in a whol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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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辰
从二十四节气看中国文化
董 梅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身为中国人，我们族群文明的来处是哪里？

哲学著作《易经》。其中有句话：“仰以观

今天的个体与文化渊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那么天文和地理

的？通过节气这个小的窗口，也许是可以让

这两个词都来自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里

我们能够深入这个体系之中的。 藉由节气，

表达的是一种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人处

我们可以涉及到关于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之

身于天地之间，在对天地的观察、仰观俯察

中的天象、地气、人事，这其实是一个哲学

之间，确立着自己的位置与生活方式，我们

命题。天、地、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的文化也是因之而产生。人在天地之间，人

元命题，我们几乎所有关于文化的理解，关

在万物消长之间，人在大道循行之间——这

于文化的生成物，都是从这个元命题开始的。

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人之道就在四季之道，
也即万物之道之中。

节气从春秋时代就有它的萌芽，到汉代的时
候开始成型，正式在西汉编订入《太初历》，

在《周易》之中有非常朴素的一句话，叫：

直到今天一直在被民间使用着。虽然 1911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这就是大道之在，

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曾经在国家历法之中废除

是四时之在。而这其中所蕴含的一种文化的

过中国旧有的传统农历、节气，但其实它一

核心，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的一种力

直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和我们从来没有分

量，就是生生不息。一部《易经》所讲的，

开过。

就是万物与四时流转之中，生生不息的道理。

仰观俯察

中华民族是一个乐生的族群，是一个对于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经》

命有着明朗的、健康的、乐观的信念的族群。

我们从节气出发，能够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哪

我们之所以会成为如此之繁荣强大的民族，

些含义，哪些特点与气质呢？我总结为“仰

是和这种生命信念有关系的。在《论语》里

观俯察”这四个字。

曾经有这样的一段，颜回作为孔子最为嘉许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有这样一句：“仰

的学生，和老师讨论如何治国，问国策，而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意指抬头去

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行夏之时，

看天、看宇宙。上下四方为宇，这是空间观

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

念；古往今来为宙，这是时间观念，所以宇

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夏历，作为不

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时空之合，它是这两

违农时的历法，是被孔子放在国策的第一位

个维度，这是和经典物理学的时空定义是一

来考虑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来自农耕文

样的。

明的族群，农业数千年间一直是立国之本。
阴阳合历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但这句话的出处却来自中国最为古老的一部

中国的历法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阴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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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太阳和月亮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太

捉笔，在双勾中间描出其中的一划，每天一

阳”和“太阴”，月亮被称为“太阴星”。

划。那么等这九个字，八十一划被填满的时

以月亮的规律所制定的历法叫“太阴历”，

候，九个九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说九九耕

而为了体现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对于农耕的

牛遍地走，春天已经来了，严冬已经过去。

指导作用，又观察和提取了太阳对于地球日
照的作用，而制定出来了“二十四节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们

所以二十四节气本身就是中国所固有的一套

每个人的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每十九年重

太阳历，它只是不同于我们从 1911 年之后

叠一次，为什么？这就是这两套体系之间的

俗称的公立中的那个阳历，而是中国自古就

关系，就是朔望月的一年和干支年的一年，

有着自己的太阳历，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就是和节气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与其下更细分的“七十二征候”。

话，可以去找一个核心词“置闰”，置闰是
将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两套体系相互“嵌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岁

的方式，这不是两套平行的体系，它是结合

岁年年”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太

在一起的，所以称为合历。我们今天就不作

阴历和太阳历这两部分。以月亮的圆缺规律

天文学上的引申了，但是由此我们可以了解

为参照：初一称为“朔”，十五称为“望”，

先民的智慧，这是他们在观察和总结天文规

十六称为“既望”。 节气体现出来则是另

律上所达到的智慧程度。

外一套体系。 西周时期是以节气为依照的，
以冬至为一年之首；在清代，仍称冬至为“岁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实”。我们现代人计算年龄是从你的出生之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日起到下一个出生之日，称之为“一岁，”
这其中仍然有古代的“岁实”的痕迹存在。

这二十四节气如何分类呢？我来分享几个
规律：

就文化意义而言，节气之中有非常重要的一
个，甚至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冬至。周

凡以“春夏秋冬”来命名的，都是最为重要

代我们就已经测制了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

的一类。一共有八个，称为“农耕八节”，

气。冬至日是太阳光直射在南回归线上，所

简称“八节”。这八个节气，每个都和太阳

以在周代描述为“日南至”。根据中国哲学，

在地球上关键的照射点有关系；以天气命名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否极泰来”，

的，比如小暑、大暑、小寒、大寒等，这些

最黑暗的一天却是我们最期待光明的一天，

都与我们的体感有关系，是以温凉寒暑来命

也是阴气达于极致而阳气回生的节点，就是

名的；最后一类富有诗意，以自然界的天气

所谓“冬至一阳生”。我们的历法和我们

现象命名。比如雨水、惊蛰、白露、大雪等

的哲学是结合为一体的，形成了重要的节

等，这些都是以自然界之中的风露霜雪来命

气——冬至。

名的——如此三类，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
二十四节气。

民间历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在我们
这个农耕古国，秋收冬藏就要进入到一个休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座的各位，是否对星座

养生息的时节了，所以怎样消磨这样漫长的

感兴趣？有没有想过星相和节气之间是有关

寒冬呢？大家手里拿到的卡片中有一页，就

系的？星相与节气的时间节点基本是相同

是“九九消寒图”，这是其中一种与时光消

的。比如因为日地关系，地球的自转轴和它

磨的方式，九九消寒图有很多形式在民间流

绕太阳的公转所形成的这个公转轨道之间，

传，有“写九”与“画九”之分。当然大家

会形成一个夹角，由此而决定太阳光照射地

还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图样。“写九”就是由

球的角度，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移动，

九个字组合成一句带有诗性之美的句子，每

那么根据国际惯例，这个春分点是黄金零度，

个字是九划，共八十一划。每天要研开墨、

就是由此开始节气，同时也由此开始星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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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羊座。这是在东西方各自不同的表征，

然——这才该是我们农耕生活生成的节日，

但在中国这个农耕大国，这一套天文的规律

亲自然的节日。在此，我倡议大家在下一

用来指导农时，而西方星相却没有这种功能，

个三月初三到来之际赠出牡丹与芍药花，

这是非常明确的。

我对我的学生是这样说的，在我所创办的
斯塾公益课堂，我也如此倡导，我们应当

先民用时光来相与温存

如此过节。

时光不是用来“消磨”的，而是用来相与
温存的，是用来带给你体会生活、自然、

中国传统节日其实分成几大类别：亲近自

万物相处的乐趣。消寒图“画九”的游戏，

然类节日，例如上巳节、重阳节；还有一

把九朵梅花画满 , 春天就来了。游戏所表达

种是伦理型节日，以家庭团圆为诉求。从

的是人与自然、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那么

上古直到今天所剩下的几乎只有伦理性节

我们就来通过节气、节日来回顾我们曾有

日。例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都是

的先民生活。

以家庭为处所，家人团圆。在我们的文化
中所失落的是农耕族群本来应该有的，非

《诗经》中有一首诗：“溱与洧，方涣涣兮，

常重要的一部分节日，就是走回自然去，

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亲近自然的节日。

且住关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这是我们曾有的

比如重阳，在冬天到来之前，在你经历了

先民生活图景。

春夏秋三个季节生活烦扰之后，登高望远，
古人常于此时“舒啸”，将自己的音量放

暮春之初，大家到河边去，到兰亭去，选

到最大，于高天旷土之间将内心之气吐送

择清流急湍的旁边“曲水流觞”。在前面

出去，这样你的冬天会过得很舒适，我们

这首诗中第一句“溱与洧，方涣涣兮”，

每个人内心的积郁可以为之一吐，其实这

“溱与洧”这两条河冰化了，水边的原野

都是我们古老的族群一路走来，由人与自

上有年轻的男女们在庆祝节日。“方秉蕳

然之间的关系所缔结的节日。

兮”是指其中的一对正在原野上采摘植物，
“蕳”是古代文化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兰草，

在二十四节气之下，更有细分为七十二候，

与我们现在所知的“兰草”不同，它是一

我们简单的说，每个节日细分为三个单元，

种著名的芳香性植物，茎叶都有香气，古

每个单元为五天，命之为“候”，或“征候”。

人用它来沐浴以避虫和祈福。

在自然界中的万物，都会随着时节与温度
的变化，有明显的征候出现。我个人曾经

我们跟着诗句继续往下看：女孩和男孩跟

在立春第一候时，站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的

随着到了对岸，显然这已经超出了日常生

冰面之上，去体会冰层深处传来开裂的声

活范围之外，所以有点冒险。“维士与女，

音，颇为惊心动魄，声音像从大地深处传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他们玩得很开

来一样。其实它是告诉我们，大地深处已

心快乐，所以男孩就趁这个机会采摘在身

经开始变化了，所谓“阳和至而坚凝散也”，

边所盛开的芍药花，赠送给自己心中所喜

鱼会感知这早来的回暖信息，贴着冰面上

欢的这位女孩子。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

浮，这在小寒、大寒时节都是看不到的。

真正的情人节，是三月初三，不是七夕，

这是我们先民的敏锐。他们可以从自然之

也不是 2 月 14 日。真正应该送出的花是牡

中， 如 此 敏 感 地 提 取 出 规 律 来， 总 结 形

丹与芍药，因为上古芍药是包括牡丹的总

成我们可以在两千余年里面依然应用有效

称，真正应该赠花的时节是三月三。阳春

的一套补充历法。其中比较有意思的还有

三月，天地间、原野上一派生机，鲜花都

花历，又叫“二十四花信”。每一候有一

在盛开，万物萌发，人们也身心焕然，情

种鲜花会应时而开，鲜花们就像和人类有

怀调畅，士女相悦相恋，这是多么自然而

约 一 样 守 信 而 来， 按 照 次 第 先 后 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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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花信是华夏民族浪漫的民间历法。

一个人都会体会到：天和地之间、气象和地
理之间、万物生长之间都是交互有影响的，

我们的先民生活努力与天地时节达成和谐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境界：“于天地得其时，于人事得其宜”，

也都在这样的影响之中。只有打开自己的感

这个是《论语》中孔夫子对学生说：“吾有

官，开放自己的眼耳鼻舌身，让这个世界的

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色生香味触都进入到我们的身心之中，我们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你们觉得我是无所不

才会有中国人作为感情的基础，才会有我们

知的人吗？我不是的，一件事情到我的面前，

和天地万物之间的健康的关系的建立。

很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每一件事情我对它的
分析都是，我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要从左右

关于“情”，我们最早的定义来自于《礼

两个方面来推导它、推敲它，最终能够得出

记》。《礼记·礼运》里边已经告诉我们：

一个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法来，这就是中庸，

七情，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秉性，喜、怒、

这是“得其宜”。

哀、惧、爱、恶、欲，“弗学而能”，所
以在中国的文化之中，情是人内心本有，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

与生俱来，而感是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联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传达入内心之后，与情交合而生的感情，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通过《诗经》使大

这二者之内外交并是中国人讨论“感情”

家了解，我们的先民生活，古代的生活和自

的基础。所以敏于感而富于情，这是我尝

然和节气和节日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与今天

试提出并讨论的，中国之理想人格的基础，

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其实还要从我

就是我们要作一个善感之人。在这里要插

们的文化渊源，回到我们的原命题：人在天

一句话：我经常被提出这样的问题，每当

地之间，人在万物之间。仍然要回到《周易》，

我周围的朋友跟我讨论子女未来学业的选

这是最古老的思考。“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择时，常常会说：董老师，我们很喜欢古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我不

典文学，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学习了古典文

知道大家看这句话，有哪两个字会比较熟悉，

学，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个多愁善感之人？

这是我们现代都市人每天都会碰触到的一个

“多愁善感”四个字，仿佛成了中国文学

词，就是感情。我们现在无数遍的在谈到感

与中国文化的标签，但是我的回答是：错！

情，在讨论感情，但是什么是感情？什么是

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要取“向上一路”，

中国人该有的感情？什么又是汉字所界定涵

没出息的才会学成多愁善感，我们要做一

盖的“感”与“情”？

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与万物大道建立起
一种明朗的、乐观的、生生不息的关系，

“感”这个字的组成，上面是咸，下边是心，

从而使我们生成一种强大的、源源不绝的

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提问了。那么“感”

生命观和生命信念。所以，中国文化所定

这个字它的来源根本是什么？其实落在“感

义的“感情”应该生成“善感而不多愁”

官”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官：眼耳鼻舌身、

的人格，走偏了才会“多愁”。所以我说，

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五种感觉，所以才

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人格基础是“敏于感而

会有因感官生感觉，因感觉生感受，由感受

富于情”，要善于缔结自己和大自然之间

而感动，而如果内心有所动摇、感叹的话，

的欢喜往来，从而收获心灵的饱满与幸福。

称为感慨，如果又掺入理性的成分、有了理

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渐搭

性的飞跃可以称为感悟。但是所有这一切的

建起一个架构，既是我对中国文化内在精

根本都是来自于我们要有感官，我们要借之

神的理解，也是对中国的文化所能生成的

建立生命和大自然之间的通畅无碍的交流，

理想人格和理想艺术境界的探讨，我称之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观其所感，而天地

为“五重高阁”，就是要爬五层楼、五重

万物之情可见矣”。“万物之情”的前提，

阶梯。“敏于感，富于情”可以说是它的

是“天地交感”，乃有万物之化生。我们每

基石，是最下面的两层，向上更有“正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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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于意，和见于道”，这已经是突破了个

的时候，恰恰是晚上，他到达的第一天是

人、突破了小我的精神建构了，正于性是

傍晚，黄昏的时候，又是阴天，本来是七

社会性层面，要实现群体中的大我，不能

月十六，应该是满月，如果月光明亮的话，

只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敏于感与富于情

他是可以借着月光可以看到长安城依稀影

已经不失为富于生命情调的人，但是还不

子的，但是恰恰多云。但恰在此时，云开

是拥有大人格的人。所以我们要从敏于感

雾散，月亮显现出来，所以陆游有一阵狂

富于情至少要跃升到正于性的阶段，如儒

喜，他说“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

家所说“泛爱众而亲仁”，才能推己及人。

谁像月亮这么多情，它懂得我此刻内心的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无法详细论及。

渴望，它为我而云开月散，照见长安。所
以如果我们理解在他的深层是以人格化，

我们了解了“万物之情”是在中国的文化

是以人格和人格之相对来描述山与我的关

之中被定义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前提是

系、月与我的关系，我们就会更加理解中

“万物有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再

国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相

来看中国的众多古典诗词作品，我们就会

互契合，相看欢喜的精神往还。

明白它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说，“春
来花鸟若为情”，当春天来的时候，花和鸟、

谢灵运曾经总结人间的幸福为四个条件：

草木、山川、江河都充满了生机与情态，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前边两项都是

万物都像因内在感情的充满而想要有所表

客观的，后边两项是基于主观，与人有关

达，仿若人之含情欲语。杜甫诗句“相亲

系。良辰美景奈何天，这是老天给的。但

相近水中鸥”，为什么诗人和水中的鸥鸟

是赏心乐事，是面对良辰与美景所生成的、

之间会有相亲相爱的感觉？这是我非常喜

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幸福与愉悦，却是与自

欢的陶渊明的诗“迈迈时运，穆穆良宵”，

己有关的。

在中国文化所生成的理想人格之中，整部
宇宙都是可爱的。所以大家去看陶诗，他

我们发现节气这种中国文化，既具有科学

写的风都是好风，他写的雨都是时雨，每

性的自然规律之所在，同时又是中国人的

一个时节、每一个时刻都是良辰，万物无

哲学的产物，那么通过我们重温与它之间

不可爱，这个就是他的宇宙，这个就是他

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新的思

所缔结的，我之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之间

考与新的感受，使我们能够在当下的，日

的关系。

常朴素的生活之中，如我们的先民一样，
去重新体会我与自然之间的联通，重新把

所以我们能够看出的是，通过不管千百篇

自己放到日月星辰，放到山川、花鸟、草

的文学作品，我们能够发现它有一个共同

木之中去，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发现我

的精神指向，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格化自然

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的生命的幸福。

观。不管是月亮还是花鸟，它都是有生命的，
它都是有着如人一样的人格的，有着人情

每个伟大的民族，都会在人类历史上有所

的，所以才会生成月亮和我之间是可以有

贡献，以他所最擅长的那一方面，比如说

情感的交流的，是可以缔结成一种有温度

不列颠民族曾经在大工业的时代，对人类

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刚才所举例的诗句，

有所贡献；而美利坚民族曾经在商业金融

比如说陆游写月亮，他说南山的月亮是最

时代对人类有所贡献；那么中国人会对于

多情的，没有谁比它更为多情了。这是因

人类重新有什么贡献呢？恐怕是在我们所

为有一个背景，就是陆游作为南宋划江而

曾经有过的，并且我们一直在其中的自然

治之后的一代，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原风光。

观方面，有可能会有未来的世纪里，对人

但是他在秦岭之中，在一个要塞驻守，而

类重新生成贡献，因为人类是进入到了一

在一个类似于长城的瞭望台，如果在月明

个重新反思，物我观与自然观的时候了。

之夜，当然白天可以看见，但是陆游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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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ey of
Connecting Higher
Education with Your
Life Passion
On October 12, Keystone Academy hosted our
third of this season’s Educational Salon Series, titled
“Choose a School, Choose Your Life Path.” In an
onsite interview followed by an open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Keystone Academy 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Sabrina Liu,
discussed with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Yale
Center Beijing, Carol Li Rafferty, the journey
of preparing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identifying a fitting university. “Finding the right
college is not just about picking a good school,
but rather about making a choice for life,” Carol
Rafferty offered students, parents and staff in the
audience. “And to find the formula that works best
for you, self-awareness is crucially important. What
do you love? What brings you joy?”
A Yale and Stanford graduate herself, our guest
speaker drew upon her experience from these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to reflect on the value of
education and making the right choice.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formula when it comes to finding the
best fit for them be it a school, a partner or a hobby,”
Ms. Rafferty said. When picking a college,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size, opportunity to work or
research, all should be weighed before determining
the most suitable match. “You must really pick
your school based on how it fits your passion for
life,” she said. “By preparing a list of criteria that are
important to you, you will find your own formula
for success.”
Admissions officers at elite schools seek out the
future leaders who are able to demonstrate personal

excellence and the aspiration and inclination to
solve the world’s biggest problems. Additionally,
Ms. Rafferty pointed out that for students at
Keystone, where we promote Chinese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a world context, fluency in their native
cul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hinese student
pool admitted to Yale. “It’s exceptionally important
to be well versed in your native culture to allow you
to come back to China and make a difference. The
bedrock for creativity is where you come from. We
think your background knowledge provides you
with a unique opinion,” she said.
Ms. Rafferty also encouraged young people
studying abroad to embrace a total immersion
of their host culture, be open-minded and have a
curious heart, which will help them seize valuable
opportunities.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reading
and spending time with students from your home
country, make time to socialize and meet new
people, venture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and into
the community. Learn new things or work in an
impoverished area to see and learn how different
people live,” she said. “The community and people
you meet are actually the treasures you’ll enjo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Ms. Rafferty has a passion for championing
women’s empowerment in China and co-founded
the Lean In Beijing organization in 2013, which has
grown into a network of over 80,000 women across
China and helps professional women from diverse
fields to advance into leadership positions. When
asked about her views on women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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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adership, Ms. Rafferty believes that women
encounter more negative biases in their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areers than men. “The key is
to be aware of these roadblocks and take action
to overcome them,” she said. “To all the males in
the room, I ask you give females more positive
empowerment to overcome these biases,” she
concluded.
As the inaugural managing director of Yale Center
Beijing, a convening space and intellectual hub
for Yale University’s activities in China, Carol Li
Rafferty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key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ought leaders from all disciplines and developing
programs that facilitate meaningfu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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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tone Education Salons feature prominent
guests who share their views o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education. Discussions
between guests and attendees spark creativity and
lively conversation around each topic. Keystone
uses these Salons to highlight current topics in
education, and as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rethink,
and revision current practices in education. The
fourth Salon in a series of five will take place at
Keystone Academy on 17 November 6:30-8:30pm:
Trends, Tales and More in U.S. Higher Education:
An Insider View.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lon
topics and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our events,
please email event@keystoneacadem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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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
该如何决择？
不如从自我认知开始
李恩祐
耶鲁北京中心董事总经理

“在选择学校时，我认为没有一个适用于每

刘媛：今天鼎石 9 至 11 年级的中学生们特

个人的通用公式，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

地过来参加您的讲座，所以我想先替他们提

的公式。”

问：您在 16 至 18 岁时，一定也面临着择

—李恩祐

校的问题。您当初为什么选择耶鲁？您择校
时考虑最多的是哪些因素？

2016 年 10 月 12 日，本学年的第三场“近
距离看教育”沙龙在鼎石表演艺术中心举

李恩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对政治

行，耶鲁北京中心董事总经理李恩祐与鼎石

家和外交家的自传非常感兴趣，一直喜欢阅

市场与传播部总监刘媛进行了一场关于大学

读这类书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意

选择、关于教育、关于人生决择的对谈。李

识到，历史上从政的女性角色非常少，而我

恩祐曾经担任耶鲁面试官长达 10 年之久；

希望自己能身体力行地改变这个现状，我想

她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及国际事务双学

自己将来成为一名政治家或外交官。

士学位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
学位。

所以，在我申请学校时，就会重点了解学校
有没有提供我所感兴趣的专业与课程。记得

正如同刘媛女士在开场致辞中所说，那些被

当时，有两所我心仪的大学，其中一所就是

荣耀和光环笼罩、位于金字塔之巅的世界顶

耶鲁。在面试中，面试官曾问我：你觉得你

尖大学，到底是哪些时间、空间与传统的因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

素决定性地塑造了它的气质，使其成为人们

业？ 我回答说，我想做一名外交官或一名

心中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梦想之地呢？对

政治家。最终，我选择了耶鲁，本科修读了

于那些顶尖的大学，我们又该如何去定义

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双学位。

它？
刘媛：在大学申请过程中，是否存在一套评
通过对当天沙龙的回顾文章，通过李恩祐与

估标准或方法，可供家长和学生们在申请前

刘媛的精彩对谈，相信你对教育、对于选择，

参考，让他们更好地去衡量这些大学？我们

会多一份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常说，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学校，但如何才
能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大学呢？

做出选择前
真正地了解你自己

李恩祐：对于评估标准，取决于你个人所看
重的因素。你可以将你所看重的标准列出

“当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体验到‘忘

来，可以是 10 项，也可以是 5 项。比如，

我’的境界。你从早忙到晚，甚至到凌晨四

你喜欢位于市区的大学还是位于郊区的大

点钟，可能你都不会觉得累。”

学？你更喜欢开放式的校园或独立的校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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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你希望你所就读的大学更偏重应用还是

当今时代，有很多东西会分散学生们的注意

研究？你喜欢与很多同学一起上课？还是小

力，比如很多同学会沉迷于手机，我很理解。

班授课？以上这些都可以成为你选择的参考

但在这个年纪，更重要的是要认真思考自己

因素。

将来的目标，认知自己的价值所在。如果你
可以把放在手机上的时间花在自己所热爱的

在选择学校的过程中，我认为没有适用于每

事情上，追求进步，我相信这会让你在未来

个人的通用公式，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

走得更远。

的公式。你所心仪的事物其实与你的自我认
知息息相关。当你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鼓励大家去挑战一件自己所害怕的事情，

你会体验到“忘我”的境界。你从早忙到晚，

比如学习一项门新技能，学习一门新语言，

甚至到凌晨四点钟，可能你都不会觉得累。

或者在公众面前表演等。当你们以后出国留
学，我鼓励你们要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多去

刘媛：去年，我曾经与美国名校的一位招生

交流，多走出去见识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

官交流过，她说，有些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

选择去听一场音乐会、去文化中心参观、甚

会突然发现自己有大把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至是参演一场戏剧。你在学校里冒险所付出

会变得无所适从。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让

的风险成本，远远小于以后在社会所付出的

我们的高中生现在就可以准备起来，磨炼自

风险成本。

己的时间管理能力，以便将来在大学里更加
游刃有余？

刘媛：我认为你给我们的学生融入到美国大
学的建议，他们在高中阶段也可以去尝试、

李恩祐：大学为学生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课内

去体验，保持开放的心胸，好奇的心态，去

外活动与体验。如何做出明智决择呢？那我

抓住每个机会，从别人身上去学习，这也会

们还还要回到刚才所说的“自我认知”，首

帮助他们未来在大学阶段更好地抓住美国大

先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你才能做出明智

学所提供的契机。

的选择。
十年耶鲁面试官
在鼎石，学生们在初高中阶段都在学校寄宿，
这对于他们未来出国留学大有裨益。他们可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如何

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进行时间管理。

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讲好则是你们每个人需要

此外，长时间与朋友、同学们在一起，不仅

思考的问题。”

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人，建立友谊，同时也可

—李恩祐

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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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媛：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中

刘媛：我们不断地回到这个问题，“向外走”

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了 4 倍；2015 年，

时也要“向内求”，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

30 万中国留学生涌向美国；其中，本科生

情所在。对于鼎石而言，我们的三座基石之

的人数史无前例地超过了研究生。我们也发

一就是在世界背景下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和

现，大学在众多高素质申请者中，甄选学生

中国身份的认同。那么您觉得对于最近 5-10

的标准也越来越高。在您看来，从现在起的

年考取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而言，在同等条

5-10 年内，什么样的学生会从申请耶鲁大

件下，他们对自己祖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

的深刻理解和掌握是否会成为他们未来申请
大学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

李恩祐：从我们的毕业校友中，大家可以看
到，我们有前任总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李恩祐：二十年前，我去耶鲁求学。我现在

艺术家、建筑师等，他们都曾对世界产生过

有两个孩子，我选择成为鼎石的顾问委员会

积极的影响。在面试时，我们会如何做出决

成员，因为鼎石就是我想把孩子送入的学校。

定呢？作为面试官，我们要看你在过去的

立足于中国，胸怀世界——这是我们未来的

16 到 18 年间是如何引导自己人生的。当然，

领袖需要的特质。其实，耶鲁在中国有这样

我们不仅回看过去，也会面向未来，通过面

100 多个研究和合作项目，因为耶鲁深刻地

试环节，了解你的人生目标何在。

意识到，要推动世界进步，中国是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曾经有一个来面试的高三学生，他现在是耶
鲁校报的专栏作家，在校期间，他曾积极地

所以，不管您来自中国还是其它地方，对于

为包括《纽约时报》等刊物写文章。当我见

我们下一代来说，了解中国是很重要的课题。

到这个学生的时候，他正在读一本书，不是

谈到我对鼎石的期许，我希望鼎石能够更好

课本或语言备考书籍，而是他非常感兴趣的

地培养下一代，帮助世人了解中国，更好地

主题，看得出来他沉浸其中——这个细节就

让中国在世界环境中有一席之地，起到更重

很打动我。

要的影响。

但我并不是说，让大家去面试的时候都带着

刘媛：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理解，对自己文

一本书去，重要的是你所展现出来的热情与

化的继承也会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

目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贡献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人生体验，

如何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讲好，则是你们需要

分享彼此的收获，这可能会使每个人获得成

思考的问题。

长的契机。
65

Previous Salons: Looking Back | 教育沙龙回顾

是藤校精英，

来了很大的贡献。

还是“优秀的绵羊”？
李恩祐：正是如此。我们希望听到学生不仅
“也许你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但这也

鼓舞自己，也激发着周围的人去解决重大问

将是一个发现自己潜力的旅程。”

题。《优秀的绵羊》这本书在我看来是“管

—李恩祐

中窥豹，只见一斑”。首先，你应该思考自
己可以在这所学校中做出哪些改变？ 其次，

刘媛：最近有一本书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

作为面试官，招生面试就像在晚餐时与朋友

就是耶鲁大学教授 William Deresiewicz 的

的对话，你很快就可以分辨出坐在你面前的

《优秀的绵羊》。他在书中指出以哈佛、耶鲁、

人是在讲真话还是在撒谎。而我们所做的，

普林斯顿为代表的常春藤名校本想培育社会

就是要找寻那些会真正为世界带来改变的未

栋梁，最终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绵羊”。

来人才。

您对此结论怎么看？是耶鲁大学等名牌大学
造就了被错误教育了的一代吗？

刘媛：学生踏入大学的时候可能胸怀理想，
但真正去追寻理想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偏

李恩祐：每个大学无论有多优秀，排名多靠

离了主流的价值观与生活，那么你如何告

前，归根结底也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群体。

诉他们，他们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是正

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同学申请耶鲁时，表示

确的事情？

希望为世界做出改变，或希望帮助非洲做些
事情，可是最终毕业时，大家却都去了华尔

李恩祐：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希望每个

街投行。

人都能展现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热情、不同
的兴趣，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能够与众不

在思考这个问题前，我更想问问在座的同学，

同。我们未来的领导应该就是这样多种多样

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的。首先大家要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
许你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但这也是一

学生：我的偶像是霍金，因为我觉得他克

个发现自己潜力的旅程。

服了很多身体疾病带来的困难，一直坚持
做研究，一直在为人类做贡献，他在量子

刘媛：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感觉。访问耶鲁

物理及其它一系列的物理领域都给人类带

大学时，斯德林图书馆前方的建筑物“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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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是著名耶

刘媛：我相信在未来更包容开放的世界里，

鲁女校友林璎女士所设计的，以见证耶鲁女

精英群体将不再指的是资源的排他性或稀缺

性自始以来的奋斗史。事实上，在耶鲁长达

性，而是刚才您说的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

300 年的历史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没有女

对不同理念的兼容并蓄，甚至对不同文化的

性。然而今天，耶鲁女性已经在世界的舞台

接受和融合的能力，也是一个人如何去认识

上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这很有意思。作为

世界的角度，如何通过生命的方式，如何用

站在教育最前沿的女强人，您对女性赋权和

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去改变世界，为世

女性领导力有什么看法？

界带来更多的光明和希望。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您对“成功”怎么看？从您二十年前到

李恩祐：耶鲁科学学院曾做过一份研究：有

耶鲁就读，到现在作为一个教育推动者，在

两份相同的简历，一份申请人的名字叫约翰，

这期间，您对“成功”的定义有没有改变？

另一份的名字叫珍妮弗，他们同时申请实验
室助理的职位。最终结果可能会出乎你的意

李恩祐：我对于成功的基础原则，从小到大，

料：研究的结果表明 90% 的人会倾向于选

直到现在从未改变。那就是作为个体，我如

择约翰。无论在中国或美国，女性面临的处

何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

境其实是一样的，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障碍。

面来看：你的热情和兴趣所在；你所拥有的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女性的她们，首先要

资源；你所掌握的技能。如果这三点各自是

认识到这样的障碍，并付诸行动来积极地对

一个圆，你就应该找到以上三者交叠的部分，

抗，积极地克服。对于身边的男性，我希望

然后不离不弃地将你的热情投入其中，这样

你们给女性朋友们一些积极的支持，帮助她

你才能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将是你为

们克服困难。

世界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影响。

刘媛：哈佛大学最近推出了一个报告，这个

刘媛：在本次沙龙的最后，我想把这段话送

报告名为《扭转浪潮：在大学入学标准中激

给大家：

励学生关心他人和公共利益》。在这个报告
中她们推出了一个名为“让关怀无处不在”

一百六十多年前，在耶鲁毕业的第一位中国

的项目，提出了大学招生变革的重要一环，

留学生容闳先生晚年曾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

倡导在招生时更应关注人文关怀和公民精

《西学东渐记》，在书中曾详细记载了他在

神。 您对此有何看法？您对学生和家长有

这段艰难时期对祖国、对自己、对未来的思

什么建议吗？

考。他这样写道：

李恩祐：领导力的本质就是服务，你运用能

“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

力去激励别人达到共同的目标。大家对“服

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

务”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然而，并不是你在

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焉？ 一旦遇有机会，

孤儿院里做一周、两周的服务，就可以被称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

之为真正的“服务”。

为一人利益计，实为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真正的服务在于你将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优

如果可以，我想把最后这一句话从中国扩展

势去推动世界的进步。比如我们知道，女性

成世界，送给今天在座所有的学生们，因为

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比例较低，如果你比较擅

我们都是人类的一份子，世界的未来就是我

长物理或化学，你用自己的学识去帮助身边

们的未来。祝福你们，也寄希望于你们。愿

的女生对基础科学感兴趣，推动女性在基础

光明与真理与你们同在……

科学领域的发展，我们就认为这是真正的“服
务”。大学想要看到，申请人的服务项目跟
其自己有哪些真实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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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Chen
US Embassy’s
Education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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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a College that
Fits You: Nancy Chen
of Beijing’s US Embassy
Advises at Keystone
Education Salon
On 17 November,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Series organized a presentation by Nancy Chen,
US Embassy’s Education Specialist in Beijing, and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USA and the Fulbright
scholarship program. EducationUSA is a network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ough Ms. Chen
gave the audience the big picture about college
admissions and enrolment numbers in the US
that have come to be dominated by students from
China, the pivotal focus of her talk lie in her advice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find a college and a
program that fits you.”
In ord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Ms. Chen proposed
a 5-step plan. The first step is to research one’s
options, and then find ways to finance one’s studies,
and completing the application is the third step.
The last two steps are procedural in which you
apply for a US visa, and prepare for your departure.
Of these five steps, Ms. Chen emphasizes the very
first one. These are 4700 accredi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S, she notes, and to be able
to choose the right one requires students to first
“define their priorities.” Knowing what you want for
your future based on y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can make your research into the studying in the US
effective. A student’s or a family’s priorities may b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choice of
subject, finances, type and location of the school,
and housing,” to name a few.
Setting academic priorities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identify the right college or university, but

also strengthen their application as a lot of thought
has gone into the choice. This also enables students
to stand out of the large numbers of applicants
hoping to study in the US. In the recently released
Open Doors Report, there are over one mill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igure has crossed one million. Of
this, over 300,000 are Chinese students. They make
up 31.5%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ategory,
which is 5.2% of the students in the US. The U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popular education
destination, as students can spend up to 29 months
doing work on a student visa after graduating.
Meanwhile, China is the 5th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most
popular in Asia. Of the over 300,000 American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over 12,700 are in
China.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so signed the
1 Million Strong initiative last year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from kindergarten to grade 12
from the current 200,000 to one million by 2020.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has invited a series of experts from diverse
disciplines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education. The
last salon for this semester is on 7 December led
by Prof. Gong Pengcheng of Peking University
on study ing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a
dynamic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lon topics and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our events, please email event@
keystoneacadem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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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使馆教育官员权威
解说｜申请美国高校，
怎样在“大海”里
“捞针”？
脚下有 4000 条道路，每一条可能分出最

Nancy Chen
美国使馆教育官员

国工作的经验。

多 16 条支路，如果只有 10 次机会，你能
找到其中那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吗？申请

报告也公布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最喜欢修

留学美国，和这个挑战差不多。全美国的

读的专业类别——商科、工程、数学和计

高等院校有 4000 多所，专业共 16 大组，

算机……这些专业也是美国学生海外留学

然而每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只够细心准备

都会优先选择的专业，让人们看到不同国

大约 10 份大学申请。选择多而精力有限，

家年轻人在专业选择上的一致性。

申请美国高校真要“大海捞针”吗？
相比于 1970 年代中国学生留美人数的寥
11 月 17 日的鼎石教育沙龙上，美国驻华大

寥无几，现代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渐成潮流，

使馆教育官员、EducationUSA 和富布莱

竞争之激烈更是不难想见。然而 Nancy 提

特项目负责人 Nancy Chen 担任了演讲嘉

醒，希望学生和家长不要过多依赖第三方，

宾。她告诉大家，“大海”固然深不可测，

比如中介提供的信息，而是要努力了解相

选择多多，也不是没有化繁为简的“捞针”

关的完整讯息，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之术。
申请者普遍存在的 4 种迷思
中国学生留美大数据
Nancy 把申请留学美国的步骤归纳为这 5
准备“捞针”之前，先来了解下中国学生

步，并提请大家关注以下 4 种普遍存在的

留 学 美 国 的“ 大 数 据” 才 会 心 中 有 数。

迷思：

Nancy Chen 以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6 年的报

1. 在美国，没有来自中央政府一级的权威

告《Open Doors Report》为基础，介绍

为大学提供认证，但是大学会拥有地方的

了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最新趋势：目前，

或是其他机构的认证。这些认证信息可以

在美国学习的国际学生首次超过 100 万人，

通过网络查到，申请之前一定要记得先在

其中大约 32 万人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也

网上查询一下。

是中国留学生连续第七年蝉联所有留美国
际学生人数的第一位。

2. 大学排名绝对不该成为选择学校的唯一
标准。很多大学可能有着不错的专业排名，

另一个有趣的趋势是，中国留美学生对非

综合排名却没有那么高，这一点大家要看

学位学习和工作实习有着比以往更浓厚的

清楚。

兴趣。比如毕业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愿
意利用最长 36 个月的实习机会，获得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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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没有类似中国高考这样的国家统一

A Close-Up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stone Salon |“近距离看国际教育”鼎石教育沙龙

考试来决定大学入学，美国每一所大学的

Nancy 还列举出其他一些择校时需要考虑

录取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申请的时候，一

的因素：

定要了解你要申请的学校的招生要求。比
如一些标准化考试成绩，有的大学可能要

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学费更

求特定考试的成绩，有的大学要求任意一

低，私立学校可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种考试的成绩，有的大学甚至不要求国际
学生参加任何考试。

要不要选择拥有某些特质的学校？比如偏
重艺术、科学或是体育的学校，教会学校，

4. 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比较灵活，转学是

男校或者女校？

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你进入一所大
学之后并不是很满意，完全可以申请转学

学校的地理方位：西部、南部、中西部、

到另外一所大学去。申请成功之后，你在

东北部？

前一所大学获得的学分也会根据下一所大
学的规定被新学校接受。

读城市近郊的大学，还是乡村地区的大学？
这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开销，因为留学的

从社区学院转学进入 4 年制大学就是利用

费用不只包括学费，也包括生活费用，比

“转学”的好例子：社区学院的学费比 4

如房租、书本费、交通费、医疗保险等等。

年制大学便宜；两者前两年的学习内容类

大城市的生活费肯定比小镇或是乡村里的

似，都是通识教育；在美国的一些州，4

费用多得多。

年制大学总会留一些名额给来自社区学院
的转学生。所以不要对社区学院抱有成见，

被录取的难度：大学的录取率、申请者以

先进入社区学院再“迂回”进入优秀的 4

往的学业表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线？

年制大学不失为实现理想的一种办法。
学校的规模：小学校、中型学校还是大学
这些，也请放进择校清单里……

校？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校园里的国际
学生比例？

理清了这些迷思，就可以仔细考虑自己的
选择了。除了专业、兴趣这些重点之外，

Nancy 说，把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列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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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表，按照重要性排出先后顺序，就不难

问：不少父母都很纠结于什么阶段把孩子

确定最适合自己的备选学校的方向。她也

送出去，是初中好还是高中好？

建议利用网络上像搜索引擎一样的小工具
简化选择过程：只要输入备选条件，这些

Nancy：父母要足够了解自己的孩子，看

小工具就能帮助你在 4000 多所大学的“海

他是不是够成熟去独自应对问题。如果他

洋”里“捞针”，找出最适合你的备选学校。

到美国一个人生活觉得很孤独，不能融入
当地的集体，那么生活和学习势必都会受

常用的美国大学搜索引擎：

到负面的影响。其实在美国还有许多除了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上学也能体验多元文化、增长见识的机会，

Colleges:

比如说夏令营、冬令营这样的活动。

http://www.aacc.nche.edu
College Board:

问：如果孩子持有美国绿卡或者护照，在

https://www.collegeboard.org

中国长大，直到高中毕业再去考美国的大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ollege

学，会不会被认为拥有中国的背景？

Navigator:
http://nces.ed.gov/collegenavigator

Nancy：这样的学生会被美国大学当作一

Peterson’s guide:

个具备有趣背景的国内学生来考虑。但是

http://www.petersons.com

当大学全面考虑他的申请的时候，还是会
考虑他所处的教学环境、学习过的课程和

究竟什么时候送孩子出国合适？

获得的分数。

沙 龙 现 场，Nancy 和 EducationUSA 教

卢先生：美国大学对国内学生和国际学生

育专员卢先生也解答了大家关于美国大学

的录取程序差不多，两者提交的材料差不

怎样录取中国和华裔学生的疑问。

多，是否被录取的标准也基本类似。差别
主要是非母语的学生需要提供英语的标准

问：现在有不少中国家庭把孩子送到美国

化考试成绩，比如托福或是雅思，另外作

的高中去读书。未来美国大学录取的时候，

为美国的国内学生可能会得到一些学费的

会不会优先考虑这些学生，而不是那些在

优惠，或是向联邦申请奖学金的机会。

中国读完高中再申请美国高校的孩子？
Nancy 的介绍和建议旨在帮助学生从择校
Nancy：美国高校是全方位来审视学生的，

初期阶段就明确方向，合理利用资源和精

有许许多多因素影响孩子会不会被录取。

力，在众多候选者当中脱颖而出。这看似

其实，学校更看重的是这个孩子和其他孩

是一场操作性很强的“技术性”指导，然

子比较起来那些更为亮眼的表现。

而让我们更受启发的是，正是借由大学申
请流程里的程序性的筛选和反思，孩子们

卢 先 生： 在 大 学 招 生 官 眼 中， 无 论 美 高

获得了成长——他们一步步明确了自己的

的 学 生 还 是 中 国 高 中 的 学 生， 他 们 都 持

需求，不断认识和了解着自己。

有 中 国 护 照， 都 是 中 国 学 生， 不 存 在 优
先 录 取 谁 的 问 题。 另 外， 曾 经 有 一 所 非

正如沙龙主持人、鼎石市场及传播总监刘

常 好 的 大 学 的 招 生 主 任 跟 我 们 分 享 过，

媛在活动结束时的总结：

他们的学校更希望招到有中国特点的孩
子，而不是那些跟美国孩子一样的学生，

“大学申请的结果固然重要，孩子们获得审

他们希望有中国特点的孩子来增强校园

视自身、认识自我的经历同样珍贵。这也启

的多元文化。

发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孩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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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长，而不必太过纠结于一时的得与失。
作为家长，我们固然要帮助孩子在现实中把
握选择的机会，更要在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
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和最亲密的伙伴。在
人生的这场长跑中，也许更重要的是，留住
那可以让我们坚持到最后的热情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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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Pengcheng
Scholar,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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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Prof Gong Explores
Chinese Literature at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In an intriguing and interesting evening at
Keystone Academy’s last edition of this season’s
Education Salon Series, Prof Gongpeng Cheng of
Peking University took the audience on a literary
quest. The Taiwanese-born scholar advocates
for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 teach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Here students
learn onl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nothing else
because that is the department they selected,” begins
Prof Gong who goes on to explain why it should
not be so. A richer and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or literature of any
other era or genre in China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hese very labels,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are consciously eliminated from the student’s or
reader’s mind.
The segregation of literary works creates “a
pre-conceived” lens through which the reader
understands a particular text, thereby also
concealing its dynamic nature, deeper meaning
and originality. Prof. Gong advices those interested
Chinese literature to read with an open mind
without being cocooned in literary wormholes.
He also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s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yet not be constrained by it.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a literary piece of work
adds to its dialectical depth, but Prof. Gong warns
again not to be confined by it. To enhance ones
aesthetical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nowled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even Chinese music may be
beneficial. Prof. Gong’s exposi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truly understand Chinese literature was thoughtprovoking for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present in the audience, giving holistic learning a
whole new boost.
About Professor Gong Pengcheng
Taiwanese-born scholar and thinker, Gong
Pengche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Fo
Guang University of Taiwan. Prof. Gong began
his academic career in Taiwan in 1979 at Tamkang
University. He specializ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theory of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much more. In 1983, he
won the Zhongshan Award for literary theory in
Taiwan, and has since been awarded many medals
and credits for his work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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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龚鹏程：
“在文学中去想象
整个世界”

龚鹏程
著名学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为何阅读文学？

唐之间的中国文学，另外有些人研究宋代，

文学经典，应该怎么读？

有些人研究明清。从本科到研究生，除非

如何培养良好的文学审美品味？

个人兴趣，否则从学科角度来说，文学阅

阅读文学，会为我们带来哪些益处？

读领域越读越窄。

文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总体

在我看来，所谓的专业科系其实就是一个

呈现，其内涵浩若烟海，要真正理解它，

个洞穴，如果我们掉入某个洞穴后，就再

非要丰富的知识和手段不可。龚鹏程教授

也看不到广阔世界的其他风景。

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历史、社会
的方方面面关联起来，打破文学与语言及

因此，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悠游古今

其他学科的思想疆界，引导我们透过文学

中外的文学作品，形成开阔达观的审美品

的视角，去观察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

味”——这样的阅读方式好处是什么？ 让

的内涵。

你的精神悠游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之中，
与作者的心灵之间沟通交流，会养成你达

我们在此与您分享龚鹏程教授在鼎石系列

观开阔的文学审美品味。让我们有更广阔

教育沙龙之“文学，我们应该怎样读？”

的视野，接受更多不同的审美类型，帮助

的演讲内容节选。

我们发展比较的观点和文学阅读经验，提
高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这些都是我认为

悠游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形成开阔达观的

作为一个文学阅读者需要首先具备的素养。

审美品味
打开心灵，观察不同的文学之美
在座各位，大家从小阅读文学时，我们可
能读新诗、也看现代散文、偶尔读读古代

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

的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诗作、或是西方

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中国为什

小说，现代戏剧也兼而读之。然而，这种

么没有悲剧？” 西方的希腊有悲剧、史诗；

阅读趣味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尤其是中文

印度也有史诗，为什么我们中国就没有史

系的教育中，出现了“古今中外的割裂文

诗？我们觉得中国没有史诗、没有悲剧是

学”，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读

我们文学上严重的缺失。

西方文学专业的学生，与中国文学“形同
陌路”；读中国文学专业的同学，基本不

我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为什么

接触到西方文学。甚至，在中国古典文学

没有骈文？为什么没有对联呢？可能因为

领域内部也是割裂状态，有人只读上古、

西方的语言特点，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发展

秦汉文学，有人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到隋

出像平仄、押韵与对仗的文学形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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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是西方文学的缺点。

他们在历史上长期互相争衡，不同时代有
不同的审美而已。

我们需要理解，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截然
不同。我们有知识分子的“士人传统”，

如何阅读中国文学？

“四书五经”对我们的文学影响相当深远；
西方则是庞大的教会文化传统，影响他们

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基于对古今中外

文学传统的是《圣经》。

文学的广泛阅读，即便我自己常年在中文
系，我的职业使得我必须把所有时间拿出

然而，现代及近代文学研究都忽略社会发

来阅读中国文学。所以在此，我想与大家

展形式的不同，拿西方的文学标准来区分

分享中国文学的阅读角度，以及如何阅读

所有的文学形式。比如西方有小说、戏剧、

中国文学。

诗歌、散文这四大文类，我们就拿这四大
文类来套用在中国文学上，结果当然是行

阅读中国文学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要

不通的。我们必须明白，不同的社会发展

“去标签化”，还原文学的原貌。我们在

出了不同的文学类型，有不同的审美要求，

谈中国文学的时候，脑子里面或者各位的

对文字表达、内在经验都不一样，所以，

教科书中已经给了我们无数的标签，比如

我们要有不同的理解帮我们打开视野，我

“民间”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标签。我们经

们不能够拿着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文学

常听到的说法“诗从民间来”，所说的就

形式。

是《诗经》，《诗经》就是民歌，代表了
当时的民间男女恋爱，非常烂漫快乐的文

所以我建议读者：打开心灵，观察不同的

学形式。

文学之美。这是我们接近文学领域的基础。
如果我们一开始进入文学的时候，采取自

我们都知道《诗经》分成“风”、“雅”、

我封闭的人生态度或阅读经验，将不利于

“颂”三大部分，其中，“雅”是周朝乐章；

我们展开任何文学审美的讨论。

“颂”是祭祀祖先的乐曲，演奏时要配以
舞蹈。我们更多地谈论《诗经》时都在谈“国

我们刚刚谈了不同文化的不同文学审美取
向。 接下来，我想谈谈即便在一个国家内
部，比如在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学审美类

风”，认为“国风”就是民间诗歌，“雅”、
“颂”这两部分则避而不谈。我们以《诗经·国
风·周南·关雎》为例：

型也大不相同。以唐诗宋词为例，关于唐诗、
宋词谁更好的争论从未停止。如果我们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朝代来看文学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钱钟书《谈艺录》第一则就讲：

在我看来，这首诗绝对不是源自民间。这

“唐诗、宋词非时代之分，乃是性分之殊。”

首诗讲一个男孩喜欢女孩，喜欢以后辗转
反侧、寤寐思服，想追求她。两人结婚时“琴

宋代有很多人作唐诗，譬如九僧、永嘉四灵；

瑟友之，钟鼓乐之”，敲钟撞鼓，举行婚礼。

唐代亦有很多人作宋诗，譬如韩愈、杜甫。

在周朝的礼乐制度中，谁家会用钟鼓庆祝

我们谈到唐诗，若指唐代的诗，杜甫、韩愈

呢？至少应是诸侯以上，民间老百姓家怎

自然都是唐代的诗人，故讲唐诗不能不讲杜

么可能有钟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但假如我们讨论的是唐诗、宋词的风格

之中的“君子”在周朝之前的先秦典籍之

类型时，杜甫、韩愈恰好就不算是唐诗的这

中也多指“君王之子”，所以这首诗并不

个类型，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宋诗的类型。

是民间诗歌。

历史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力量、两种不同
的审美观，同时也是两种创作的指导思想。

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回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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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民间”恰恰就是标签。诸如此类

牌有历史的宫调，这个词牌与宫调相配合。

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教科书提到

不只词牌，古人词集，每个词牌底下一定

“屈原是爱国诗人”。然而如果我们阅读

赋有它的宫调。

文学史就会知道，在《史记》、《汉书》
之中对屈原的评价都是随着历史不断变化

因此，想要真正深刻理解诗词，我们在阅

的，据史料记载，定义屈原为“爱国诗人”

读它的时候，除了文字上的解读，我们还

最早不超过宋代。

必须要有一些音乐上的理解。

因此，我们进行文学阅读的时候，要把浪

阅读文学，我们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思维

漫主义、写实主义、田园诗人、边塞诗人

倾向也要有所掌握。前面我们说过，我们

等等这些标签统统拿掉，也不要通过社会

勉强去找中国的悲剧精神，其实是很难的，

史的定义来理解作品，而是好好地通过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思想里面，更多谈

品去认识作者。如果你觉得李商隐不错，

的是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就去认真阅读一本李商隐的诗集，了解诗
人创作的方方面面。

以古人的节日为例，按照传统，三月三、
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我们都是要过

一位伟大的作家或诗人，或是一部伟大的

节的。比如，九月九重阳节要登高望远，

文学作品，它的内涵通常都是复杂的，甚

喝菊花酒，插茱萸；端午节，我们要喝雄

至是超越它所在的时代。有些作品在其所

黄酒，带香囊，主要在于祛除邪气。这些

在的时代默默无闻，却在几百年后为人称

代表中国的节日、礼俗与中国的很多诗歌、

颂。真正伟大的诗人与作品不是某个社会、

文学传统、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息息相关。

某段历史所能够定义的。我们要注意去除
这些框架与定义，真正从作品去加深对文

我们要对这样的礼俗、传统带来的文学现

学的阅读与理解。

象有所理解，而不是直接套用一些西方理
论。我们要对中国的一般思维状况跟哲学

如何真正理解文学作品？

内容有一些基本的掌握，这可能就会帮助
我们对中国文学有更多的认识。

阅读、理解文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几个
要点：

要想真正理解一部作品，我们要了解作者
人格状态与生命历程。很多伟大的作家，我

我们理解文学，还要了解文学与其他艺术

们要设身处地去体会他的情境。比如说我们

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我们
都很佩服，但《七步诗》诗作本身并不难。

如果我们仅仅从文辞上理解《诗经》，就

然而，七步之于曹植是生死交关，生死交关

不太能够理解他的音乐。其实，从文学史

之时还要写出能够感动敌人的诗作，这其中

的这条脉络来看，从《诗经》、乐府、到

遣词造语的分寸相当难。假若不了解创作背

宋词、元曲、戏曲都跟音乐有关。我们现

景，这首诗读起来一般，其中的“煮豆燃豆

在的理解常常是脱离了音乐，单独就文字

萁”的比喻好像也很牵强，但你可以试试自

来看，这时候我们就在很多地方不能完全

己是否可以“七步成诗”。所有的好作品，

掌握了。像我们现在讲的婉约派跟豪放派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体会它的创作背景，

的词有何不同，我们只是看它的语句，“渴

体会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构思想法、当时心

饮匈奴血，踏破贺兰山缺。”这种词当然

境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是豪放的，但是所有“豪放派”诗人跟所

文 天 祥 最 有 名 的 作 品 是《 集 杜 诗》， 他

谓的“婉约派”的词人所选择的词牌都是

把 杜 甫 的 诗 句 重 新 组 合 成 诗。 但 你 是 否

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每一个词

知 道， 文 天 祥 写 此 诗 的 时 候， 他 与 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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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军 队 在 作 战， 坐 在 船 上 几 十 天， 没 有
办 法 靠 岸， 到 处 逃 难， 在 船 上 没 有 任 何

文学课应该怎样上，文学应该怎样欣赏，

一 本 书， 他 把 杜 诗 整 个 背 下 来， 然 后 用

文化应该怎样传承，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

杜诗来抒情讲他自己的生平与国家历史。

术或知识层面的问题，而对此问题的思索

他将自己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杜甫遥相呼

恰在透出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理解人生，

应， 他 靠 杜 甫 的 诗 作 来 支 撑 他 的 意 志。

理解自己。我想，对于任何知识、现象、

对 这 样 的 诗， 你 要 体 会 他 的 写 作 状 态，

事件和人而言，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

才 能 感 觉 到 其 中 蕴 含 的“ 诗 的 力 量”、

又如何理解它的现在？不理解它的现在，

人格的力量。

又如何判断它的未来？如果你不认识它的
细节，又如何认识它的整体？不理解它的

最后，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养

复杂深刻，又如何体味它的质朴天真？不

成从文学作品中观察世界的敏感，和对文

认识那个“非我”，又如何认识这个真正

字的无限敏感。我们要从文字中想象出整

的“我”？关于这些问题，我相信每个人

个世界，读出里面的“一花一世界”。因此，

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从来不鼓励阅读文学作品要带着图来看，
图像其实反而模糊、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龚老师在他的一次讲座中曾经谈到我们如

我们要真正阅读文学作品，要养成的是对

何修得生命的学问，如何将学问知识融化

文字的敏感，对文字的喜好，对文字的热爱，

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渗透我们的生活

这也是阅读最快乐之处。

之中，将学问变成修养。但是先生也说，
除了“明明德”之外，还有“修齐治平，

以上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谢谢大家。

让天下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当你拥有
这样的学识和修养之后，你会意识到所有

文学的功用：“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的这些学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一
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

我们为何阅读文学？文学之于我们，究竟
有何用处？鼎石市场与传播部总监刘媛女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 我想，

士在沙龙活动现场发言中所表达的那段话，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视野，‘修

来回答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了：

身养心’之外，同时又能保持‘兼济天下’
的决心，那么，实现先生所说的‘天下至善’

“龙应台曾经说过：如果文学有 100 种功

这样的理想也就不远了。”

能，她只能选择一种的话， 那么她引用了
一个德语词‘macht sichtbar’，意思是说：
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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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Spaces
Conducive to Learning

Luke Hughes

A Close-Up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stone Salon |“近距离看国际教育”鼎石教育沙龙

On January 19, Keystone Academy hosted this
school year’s 6th Education Salon featuring
guest speaker Luke Hughes. A British interiors
and furniture designer, Hughes spoke about
his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in furniture and
architecture, showed samples of his signature work
around the world, and elaborated on the design
process behind the high school library he recently
completed for Keystone.
Mr. Hughes addressed his audience from the
library’s main reading room,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gathering space by simply and
swiftly rearranging its furniture. Designing high
quality and adaptable furniture that helps transform
spaces into centers conducive to gathering, learning
and growth is a Luke Hughes hallmark aiming to
add value to the functionality of architecture.
“We’ve got to think very much about the impact
every single piece of furniture has on the interior
and do the minimum that’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building to function without in any way
diminishing the quality of that particular space,”
Hughes said. “And a lot of that comes down to the
furniture,” he continued. Keystone’s new library
also includes provision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s,
specialist teaching rooms and a rare books section.
In addition to mak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library
space enormously more varied with furniture
pieces that “are all part of the same language,” as Mr.
Hughes puts it, he also encapsulated the very spirit
of the institution it represents by blending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s into the design, aiming
to create a tang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cademic experience.
Distinguished touches include bronze door handles
in the form of two dancing dragons, one Chinese
and one Welsh; Asian screens defining space
without blocking it off; calligraphy in stone and on
paper; wall frames depicting historical anecdotes
to bring the library alive; and window signage
displaying more than 100 quotations in Latin,
English and Chinese attesting to the cultural value
of libraries and books over the last two millennia.
In Luke Hughes’s view, “all products should have

a message. Design is more than just making a
product. I hope you can see all the symbolism,
references and messages that have gone into the
design. “
Besides furniture, comfort is also informed by
lighting, Hughes emphasized, and all 130 seated
reading spaces have appointed illumination. Desk
lamps echo Chinese screens, changing the mood in
the room during the day as the sun goes around and
transforming into puddles of light in the evening.
W hen asked what he is most proud of when
looking back at this design project for Keystone,
Mr. Hughes replied that great success can be seen in
many ways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students using
the library is a way to measure this. “They love
coming in here and that is a great success,” he said.
“Watching the many students’ facial expressions
when they first entered the library was priceless and
made this project worthwhile and most rewarding.”
A self-proclaimed social anthropologist “because
what I do is enable people to inhabit spaces,”
Hughes was brought up in the surroundings of
extraordinary architecture going back for 700
years. His school, college and home were all
organic buildings with great architecture allowing
him to get behind the façade, look at how they
were constructed and see a connection between
furniture and architecture not always apparent to
others. “If you put the wrong table or chair into
great architecture, you completely diminish the
building,” Hughes argues.
Keystone Education Salons feature prominent
guests who share their views o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of education. Discussions between
guests and attendees spark creativity and lively
conversation around each topic. Keystone uses these
Salons to highlight current topics in education, and
as opportunities to discuss, rethink, and revision
current practices in education. The seventh Salon in
a series of eight will take place at Keystone Academy
on 20 March 6:30-8pm: Where Words Fail, Music
Speak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lon topics
and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our events, please
email event@keystoneacadem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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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恰如天堂的图书馆，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Luke Hughes
英国室内及家具设计师
鼎石高中图书馆设计师

每一个空间都是有灵魂的——这是我在英

鼎石高中图书馆：

国设计大师 Luke Hughes 主讲的教育沙

“迎接未知、拥抱想象力的居所”

龙上，脑海里一直浮现的话。英伦才子阿

——专访英国顶尖室内及家具设计师、鼎

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里写道：“当

石高中图书馆设计师 Luke Hughes

我们说一个椅子或者一个房子美，其实我
们真正喜爱的是其中蕴含的生命力，它有

建筑无声，然而它却从未停止表达。每个

着难以表述的迷人态度，并体现了那些你

身处其中，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从建筑、

我最为关切的东西。如果它摇身一变化成

内饰、细节之中接收到来自建筑发出的信

人的话，那一定是我们喜欢的那一类型。”

号。一所教育机构更是如此，每块砖瓦、

优雅、简约、温暖并富于内涵，这便是高

每面墙壁、每件家具都在默默地讲述着关

中图书馆在我心中的那个“人”。

于这所学校的故事。

—刘媛（鼎石市场与传播总监）

翻开 Luke 的履历，你会发现他过去的工
作足迹主要集中于英国本土或美国，设计

上周四晚，在新近投入使用的鼎石高中图

项目也多为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等世

书馆，我们迎来一位“熟悉”的嘉宾——

界名校设计图书馆，或是为英国最高法院、

英 国 顶 尖 室 内 及 家 具 设 计 师、 鼎 石 高 中

使馆这类官方机构，或是为他心之所系的

图 书 馆 设 计 师 Luke Hughes。 他 以“ 学

宗教建筑教堂设计家具。

习·设计·空间之道”发表演讲，回顾以
往的经典设计作品，并为观众解析建筑与

这一次，他为何远赴中国，接受为鼎石设

家具的关系；分享鼎石高中图书馆的设计

计高中图书馆的项目呢？他为何将设计鼎

理念与趣事。演讲之后，鼎石市场与传播

石高中图书馆称为“梦想已久的工作”呢？

部总监刘媛就观众所关心的问题，与 Luke

他将如何理解鼎石的教育理念，并将其融

Hughes 现场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访谈。

入设计之中呢？他将为鼎石教育注入何种
故事旁白呢？他将如何通过设计，讲述我

此前，在《鼎石志》中，Luke Hughes 阐

们对于教育最深刻的理解？

释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揭秘”了鼎石
高中图书馆项目的诸多细节。我们在此与

“这个机会，我已经等待了 35 年”

您分享采访文章的精简版。
在 Luke 看来，中国文化精深博大，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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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冰山，我们可能看到了浮在水面上的

鼎石这座高中图书馆也并不仅为国际文凭

10% 的部分，可是水下未曾展现的部分还

课程大学预科项目（IBDP）阶段的学生开

有 90%。鼎石致力于融合东方、西方和国

设，它还要成为所有低年级鼎石学生们的

际教育精粹于一体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就深

标准与榜样。

深吸引了 Luke，早在剑桥上学时期，他就
对中国文化深深着迷，他表示：“目前，

任何一所图书馆，都在试图传递着它所在

为鼎石设计高中图书馆正是我所梦想的工

教育机构的气质。哈佛于 1637 年由清教

作，真要说起来，可以说这项工作我已经

徒基金会和约翰·哈佛创立，拥有源远流

等了 35 年之久。”

长的文化，还拥有自己的图书收藏。剑桥
和耶鲁则也分别拥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但

早在他上大学之前的间隔年，他就曾随英

是这些大学不约而同，都通过自己选择的

国 海 军 船 队 到 访 过 中 国。 在 剑 桥 上 学 期

建筑设计，向全世界讲述学校特有的价值

间，Luke 曾修读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

观。

（Joseph Needham）教授的课程，这位
教授对错综复杂和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抱

鼎石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也许，

有不同寻常的热衷之情，他在上世纪三十

只有在了解了鼎石想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学

年代迷恋上了中国，编写了一部巨著《中

校，以及它所秉承的价值观和教育愿景，

国科学文明史》。他收集资料、编撰这套

才有可能设计出为其“开口说话”的图书馆。

书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而与美国哈
佛大学学者费正清共同主编《剑桥中国史》

重新定义未来的图书馆

的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也曾是 Luke 的历史教授，还

家具赋予建筑空间以功能，定义空间的属

为他批改过历史论文。

性。作为家具设计师，Luke 将自己多年
以来对建筑、光线、空间与家具之间关系

在这些前辈大师们的引导之下，在剑桥上

的深刻理解融入设计之中，使其兼具实际

学的 Luke 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关于中国历

功用、顺应未来科技发展，更具有视觉美

史文化的很多书籍，他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感——他希望借此为学生打造一个面向未

当时纯粹出于对中国的兴趣而阅读，莫名

来的现代图书馆。

觉得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
的关联：“直到为鼎石设计图书馆这个机

“（家具设计）中包含两种层次的美。首先，

会出现时，我才领悟到命运的安排。我为

从直观上带来的视觉之美；其次，那些以

此已经等待了太久。一直以来，我与亚洲

功用为本和所处环境而用心设计的家具所

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都有

带来的设计之美。你能觉察到设计者在其

着深切的共鸣。”

中所投注的巧思，他们看上去毫不费力，
直指核心。如果一件家具看起来如此恰如

鼎石未来的精神核心之所

其分，不可替代，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背后
所投入的巨大的心力。”Luke Hughes 说。

图书馆在欧洲传统中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
史，在欧洲教会学校中一般会有三个核心

在 这 里， 空 间 布 局 被 重 新 解 构，Luke

场所：图书馆、餐厅和祷告室。

Hughes 在有限的空间中挖掘着尽可能多
的可能性。除了安置书架和阅读区域之外，

在 Luke 的设想之中，鼎石高中图书馆也

为了顺应 IBDP 课程中小组讨论、团队合

将在未来成为鼎石的核心场所之一。他表

作的需求，他在图书馆预留了好几个多功

示，在二、三十年后，图书馆将不再仅是

能区域，可以通过家具的重新摆放组合而

一个图书收藏场所，而会具备更多的职能。

实现不同的功能需求。他让这里在平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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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潜心耕读的理想之地；或是小型演讲、

的 享 受； 获 取 新 知 而 带 来 的 精 神 愉 悦；

读书会、沙龙的举办场所；也让图书馆成

因高质量的互相交流而带来的思想激

为学生们从课堂或宿舍中走出，与同学或

荡等。

朋友们互相交流的社交场所。
Luke 将这份源自中国艺术作品的幽默融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陶瓷、绘画和建筑等

在图书馆的室内设计之中，用他的话说，
“一

各种艺术形式，在给我们带来视觉享受的

切就绪之后，你还需要加入盐和胡椒来调

同时，无一不承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并

味，使其风味更佳。”在鼎石高中图书馆中，

让我们在每次欣赏之时，都能获取不同的

到处遍布需要你去用心探索发现的细节

感悟与体会。在 Luke 看来，16-18 岁的

之处。

孩子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甚至在
他们完全意识到之前，他们就已经从家具

进 入 图 书 馆， 一 幅 石 刻 艺 术 作 品“BY

的材质、颜色、周边环境中大量汲取它们

LEAVES WE LIVE”与中学科学老师韩

的内涵与价值，印刻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冬老师的书法作品“以葉为生”相互呼应，

形成他们的价值审美取向。

你能发现其中的“三关语”吗？或者你能
发现更多？此外，作为图书馆装饰的 24 幅

在为图书馆寻找设计灵感的过程中，一幅

图片，皆是由 Luke 本人与鼎石图书馆馆

清 代 画 家 徐 扬 所 绘 画 作《 姑 苏 繁 华 图》

长宋景鸣经过反复讨论而精选出来的，目

中 书 院 里“ 顽 童 闹 学 堂” 的 细 节 深 深 吸

的是为了“将这座图书馆与古今中外的图

引 了 Luke Hughes。 在 这 幅 画 中， 先

书馆有所联结，联结他们的则是对于书本

生 趴 在 桌 上 睡 着 了， 调 皮 的 学 生 们 正 偷

的热爱”，几乎每张图背后都有故事藏匿

偷 摘 下 他 的 帽 子； 有 的 在 院 子 里 相 互 打

其中，等待有心之人的发掘。

闹 ……Luke 表示，这就是他心中“充满
乐 趣” 的 图 书 馆 的 理 想 类 型。 他 可 不 是

像这样的设计细节在鼎石高中图书馆数不

鼓励学生们在图书馆互相打闹，Luke 所

胜数。除了设计与美学的考量之外，Luke

提到的“充满乐趣”， 更多地是指精神

对设计的探索已经延伸至行为模式的研究

层 面 的 乐 趣， 比 如： 书 海 中 徜 徉 而 带 来

上，他自称“实践中的社会人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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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虽然我从未学习过社会人类学，

图书馆正是获取精神力量的理想之地。在

但是出于偶然，我自己却成为了一名社会

Luke 的设想之中，他希望这座鼎石的高中

人类学者，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为

图书馆成为学生们获得智识的激荡之地，

人们提供居所、制作家具，而在做这项工

更是成为迎接未知、拥抱想象力，并获取

作时，必须仔细观察并有能力预见人们的

精神力量的理想居所。 他鼓励学生在这座

行为模式。” 基于对行为模式判断所打造

图书馆中“享受迷失”，去迎接未知的惊喜：

出来的环境往往出乎意料地让人舒心，因

“想象力很难被培养。然而，与互联网精

为它不仅满足你已知的需求，还有那些你

确的搜索不同，如果你在图书馆寻找其他

还未曾察觉，却在使用之中感到恰到好处

东西时，你经常会无意中发现你新的兴趣

的需求。

点，如果学生可以习惯并安于这种意外的
收获，我想这会帮助他们从多个角度去思

以 Luke 的观点看来，科技的发展演变必

考问题，从而激发想象力。”

然伴随着社会行为的变化。他认为图书馆
正在由过去枯燥无趣、令人昏昏入睡的场

作为设计师，Luke 希望学生们从这里毕业，

所向社交场所转变，他希望鼎石建成的高

走向大学，走向属于他们每个人的未来时，

中图书馆最终会成为令学生们心之神往的

潜移默化地从这所学校、这座图书馆中带

地方，并赋予它一种公共空间的仪式感。

走哪些讯息与意义呢？他谈道，“我所说
的并不是指发生在这里的课程或讲座，而

“迎接未知、拥抱想象力的居所”

是这座图书馆的每件家具、每个细节、每
样材质自身所传达的价值与讯息。在设计

空间的意义在于身处其中的人是否能获得

过程中，我们尽力避免纯粹模仿过去，而

精神力量。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共空间

是努力地提炼其中亘古不变的元素，将其

的概念发展至今，公共空间的意义与重要

运用在设计之中，并将在未来继续传承下

性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去。”
每个走进鼎石高中图书馆的人，无需建筑
或设计的专业知识，也能即刻感知此地与
众不同之美——空间在此被重新赋予了意
义；建筑与家具之间“恰到好处”的和谐
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平衡之道；传承与创
新的完美融合；传统的手工艺与 21 世纪科
技的相互辉映——这些 Luke Hughes 设
计所独有的特色在这里都可一一找到印证。
德国诗人席勒曾经将艺术作品之于我们的
意义视为“源自理想世界的护送人”，一
座理想的图书馆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以自
己独有的方式，为我们讲述并展现从容、
优雅、力量以及平衡的珍贵品质，它不但
是每位学生探索与成长的“护送人”，也
是鼎石教育理想的“护送人”，指引着我
们未来的道路，并使得我们生命中那些重
要且美好的事物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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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Masters’
Lessons Learned

Chen Xi 陈曦
Jin Wenbin金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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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friends and Yale School of Music graduates,
violinist Chen Xi and pianist Jin Wenbin shared
their thoughts on music education and appreciation
with the Keystone community during the March 20
Education Salon. They both described the journey
from budding music students to accomplished
musicians as one that requires hard work ,
persistenc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ood practice
habits with the support of one or both parents.

how they experience appreciation for the pieces
they practice and play together. “I view music as the
most private and sincere letter sent to me by the
composer, across space and across time,” offered
Jin Wenbin. “The way I play the music reflects my
reading of the composer’s letter, keeping in mind
the life they lived at the time and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wrote the music. As a musician, it is my
mission to bridge this,” Jin continued.

“Learning music is difficult, it is a journey,” said
Chen Xi. “I sounded terrible on the violin at first,
and it took countless years of practice before I
started to sound better. As your music language
grows thanks to daily practice, you start to play
more abundantly. I describe this process as the
journey from rubble to music. Learning music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a human, how to conduct
my life,” he continued.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added Jin Wenbin, “and while at times I
might have questioned if playing the piano was for
me, I have never considered quitting.”

Chen Xi holds a Bachelor of Music from the
Curtis Institute (USA) and a Master of Music
from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USA) and
has won many competitions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cluding the Eighth LipinskiWieniawski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in
Poland in 2000, the Ninth National Youth Violin
Competition of China, and the 12th International
Tchaikovsky Violin Competition. Mr. Chen has
performed with world renowned orchestras,
including the Chi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hina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nd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From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nuances that come with playing a keyboard and a
string instrument, to the time and technique it takes
to tune a specific instrument, what instrument to
pick when you decide to learn music, which age is
appropriate to start learning music, and how much
you must practice daily to become an accomplished
pianist or violinist, the musicians captivated their
audience in a light and playful manner.
Chen and Jin also lifted the veil on what music
means to them and how they experience it, as
performers and listeners. “When you watch a
performance live, breathing the same air and being
under the same roof as the performer, you let
the musician take you on a journey, allowing this
person to evoke an echo of his or her emotions
within yourself,” explained Jin Wenbin.
Interweaving the dialogue, Chen Xi and Jin Wenbin
performed various pieces together, including
Massenet’s Meditation, Williams’s Schindler’s List,
and Liszt’s La Campanella. They also spoke about

Jin Wenbin holds a Bachelor and a Master of Music
and Arts from the Yale School of Music (USA), where
he received two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school awards.
He has also won many top prizes, including at the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and
the China Golden Bell 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Wenbin Jin has performed in prestigious venues, is a
collaborative pianist and chamber musician, teaches
piano at Keystone, and serves as Associate Director of
it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This magical evening with two of Beijing’s finest
musicians was part of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Series, a space for the community to engage with
the best minds in education from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eighth Salon will take
place at Keystone Academy on 20 April in the
MPR at 10am: Proven Practices for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at Hom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lon topics and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our events, please email event@
keystoneacadem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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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有一万种抵达你内心的方
式，这也许是最好的一种……

Chen Xi 陈曦
Jin Wenbin金文彬
希腊神话里的阿尔戈英雄说：生活并不重

提醒你，不要止步，不要轻易放弃，彼岸

要，仅仅去扬帆就已足够。我想说，生活

风景无限美好，只要你也是以赤诚之心相

并不重要，仅仅去聆听就已足够。

待，它会以一万种途径到达你的内心，而
当那一刻到来之时，你会发现，每一个音

让我们去聆听吧，为音乐而听， 为人生而

符 都 以 爱 为 开 端， 却 永 远 不 会 在 爱 里 终

听，为自己而听……这一条音乐的河流，

止……”

它奔流无尽，你唯有将自己交给它，让它

——刘媛 鼎石市场与传播部总监

带着你，在那些被天才们创造出来的音乐
的河流里航行吧，你会看到，所有的大师

3 月 20 日，在鼎石，这是一个完全属于音

都会以他们的方式向你致意，拥抱你，或

乐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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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音乐的本质，她在开场中这样谈道：
在表演艺术中心，小提琴演奏家陈曦、钢
琴演奏家金文彬与鼎石市场与传播部总

“《圣经·创世纪》里巴别塔的故事，好

监刘媛女士就音乐的话题畅谈，分享各自

像也描述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语言的屏

不同的见解。他们从音乐的本质聊到音乐

障，处处皆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我们试

欣赏；从作曲家与演奏家跨越时空的“神

图努力靠近彼此，却总是困难重重。

交”聊到钢琴与小提琴的“音乐对话”；
从音乐的经典之作聊到音乐之于人生的意

它拓宽并湿润了我们已经快要萎缩成话梅

义……间或伴随着他们的精彩演奏，以及

一样的心，让我们可以得以稍微的放松和

现场还原——2 个小时，竟转瞬而逝。

喘息；它让我们可以和以往的任何回忆相
逢，和我们向往的任何情感相拥；它将我

两位音乐家真诚而幽默的解答，不仅在场

们涌动在心里那些，想说又说不出的话语

观众都收获颇丰，连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

最微妙地表达出来。

味。到了小朋友问答环节，他们争相举手，
向两位音乐家提出自己关于小提琴、关于

而这表达欲望是如此强烈，强烈到语言都

钢琴、关于音乐的各种疑问，现场气氛之

难尽其意，于是，人类开始以一种不同于

热烈完全超乎想象……

语言的声音来满足这欲望。这种声音虽然
‘非关语义’，却有着深入人心的巨大力量。

连孩子们的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也许，这

这声音就是音乐。也许，人类拥有的第一

就是一场活动最美好而动人的时刻。

种语言似乎并不是母语，而是音乐。它让
人感叹语言的穷尽与限制。我想，所有曾

今天，我们将与您分享当天访谈的文字实

经领受过音乐之美的人，大概都能体会。”

录以及现场演奏视频。来过现场的朋友，
欢迎重温爱与感动的美好时刻；错过活动

“语言穷尽的地方，音乐响起”

的朋友，我们为您还原所有的精彩……
刘媛：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音乐在两位
在探讨关于音乐的各种问题之前，也许，

专业演奏家的心中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应该深思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音乐，
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曦：我觉得在理解音乐和演奏音乐的时
候需要“真”。“真”意味着你要还原作

在当晚沙龙的活动现场，鼎石市场与传播

曲家创作的背景与意图，作曲家创作的心

部总监刘媛女士分享了《圣经·创世纪》

境、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情感世界等等。

中巴别塔的故事来引出音乐跨越语言、跨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从真实中创造而来，那

越种族、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强大力量。对

些流传下来的经典音乐作品更是经过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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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演奏家多年传承与解读其中“真”而

陈曦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特别喜欢。

提炼得来。因此，音乐中的“真”会带来

他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耳朵，你的感觉，

最大的“美”，我希望我把我所理解的这

你的心去听音乐。只有当你全身心融入，

份“真”与“美”通过演奏传递给观众。

那些音符、旋律才一下子美了起来，声音
不再只是声音，而成了音乐。不要去当音

金文彬：我很同意陈老师说的，我想说，

乐家的知音，去当自己的知音。

音乐有这样一种能力，能让人变成一个更
善良的人，它能把心里面最善良、最软弱

何谓“音乐经典”

的那部分展现出来。刚才有小朋友说，音
乐 很 温 柔， 我 觉 得 她 领 会 到 了 音 乐 的 真

刘媛：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卡尔维诺在《为

谛， 音 乐 可 以 挖 掘 出 你 心 里 最 温 柔 的 一

什么读经典》中谈到文学作品的经典的定

面。

义，有大概十四项标准，很有意思，我觉
得完全可以拿来形容音乐作品的经典之作。

如何欣赏与聆听古典音乐

这里有几条我想和两位老师分享一下，然
后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音乐经典作

陈曦：我觉得这两派观点都各有道理，音

品是什么。

乐欣赏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当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开始只是简单的

经典是你经常听到人家说“我正在重读”

感觉，你不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想乐理

的作品。愈是经典，愈是可以经得起反复

这些知识。但如果你要想知道这段音乐为

欣赏。

什么能让你这么感动，你想更好地表达，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学习和理解音乐知识，

经典是每一次重读都像初次阅读那样，让

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更多更有深度的内涵。

人有初识感觉的作品。

所以音乐的“懂”与“不懂”，我觉得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循序渐进地多听，慢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

慢感悟音乐的魅力。

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不可复制的珍贵经验；
一部经典作品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诉说

金文彬：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你懂得多，

的东西。

了解的乐理知识多，你确实就会感受到更
多的内涵。但在音乐欣赏之中，我觉得更

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

重要的是应该敞开心扉，愿意去主动地挖

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

掘音乐背后的更多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听

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求知的欲望和好奇
心，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

好了，听完这些标准，现在你们可以告诉
我们在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哪一首作

刘媛：我的感受是，古典音乐和文明中所

品是你们心目中的经典？是否可以给我们

有最美好的事物，像哲学、诗歌、绘画一样，

当场演奏其中的一首呢？

去真正理解、明白，甚至和艺术家们产生
情感上的共鸣还是有门槛的。同样的音乐，

陈曦：对我来讲，经典离不开伟大的作曲家，

你有愈好的知识准备，它就向你展开愈为

相比作曲家创作的艰辛，作为演奏家的我

丰富广阔的美妙经验，但也别让门槛成为

们深感幸福。经典的作品实在太多，但今

你进入艺术的屏障。因为音乐是音的艺术，

天我想演奏的是《爱的忧伤》。

凡美的必是事物本身的表现。所以我们在
挖掘音乐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去聆
听音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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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动只有现场才会有”

有懂音乐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在这样
的地方，作为演奏者，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刘媛：表演太精彩了！由刚才的表演引出

我在舞台上演奏时，明显能感觉到观众对

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现场

我的期待和我应该传达什么给观众，这就

听音乐？

是音乐在现场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现场和
唱片的最大不同。

金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一种感动只
在现场才会有。”但是录音的出现好像使

刘媛：我觉得去现场听音乐会使我们可以

得去现场听音乐看似不那么重要了。既然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心无旁骛地听音乐，

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听到完美录音，为什

而且是听音乐并看音乐。古典音乐的演奏

么要到现场听演奏家不一定会完美的演出

者，仍然是舞台上的“表演者”。音乐会

呢？ 有人说古典音乐演奏家在挑战“完美”

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

的压力下，在探索音乐个性的空间方面越

和参与感。演奏家的个性和他现场诠释音

来越束手束脚；只听唱片的听众，也逐渐

乐时的热情，以及我们作为听众呼应这种

丧失了容忍个性进而拥抱个性的能力，两

热情和感动，是一种特别让人难忘的体验，

相煎熬。 所以，我想问问两位音乐家，究

而这种体验是音乐家和听众共同创造的。

竟我们为什么要去现场听音乐？这和我们
在家听录音到底有什么不同？

乐谱，是作曲家与演奏家之间的“秘密信件”

金文彬：在现场听音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刘媛：古典音乐中，演奏者和作曲家之间

像今天我们所处的空间、环境，甚至还有

存在着最微妙的关系。因为一首音乐作品

共同呼吸的空气，这些身处其中的人， 共

必须通过演奏才能成为音乐，但是演奏者

同构成音乐欣赏的体验。这与我们在家听

和作曲家对于音乐的理解诠释不可能完全

音乐完全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我们所能

一样，不只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所

感受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今天大家在来

处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都不尽相同。

的路上可能堵了会儿车，或者来的路上有

所以，每一件作品的演奏，在我看来，都

点累，听到了我们的音乐，也许触到你心

像是演奏家与作曲家跨越时空、跨越巨大

里面某个情绪，这不是说在家里，躺在沙

文化差异进行的合作。所以想问两位音乐

发上听唱片，那种非常舒服的状态下能感

家，如何调适自己的风格与长处，使之与

受得到的。

作曲家的风格、感情模式相配合呢？在演
奏时到底是忠于自己还是要放下自我呢？

陈曦：首先我要表达，鼎石拥有金老师这
样的音乐老师，说实话在全中国应该都是

陈曦：首先要忠于演奏，先放弃自己，再展

非常非常少见。你能想象，一位音乐老师

现自己，最后超越自我，放下自我。首先，

可以随时在忙碌地上完一天课之后，来弹

在演奏之前，一定要去想作曲家所处的时代

奏一曲李斯特的《钟》吗？这样的老师即

背景和创作背景。在音乐的领域，最重要的

便在国内最顶尖的专业音乐院校都非常难

是永远要保持学习；其次，就是我们要按照

得，因此我非常欣赏他。

乐谱上写的强弱去演奏。下一步那就是我们
怎么去控制这个强弱，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们都录过唱片，在录音棚里我们并不是

这时候就要展现自我。音乐中，每一个“强”

为观众而演奏，我们是给麦克风演奏，我

都是不一样的，每次的键都是不一样的，因

们在录音的小屋子里反复拉弹，经过多次

此，你所演奏的每次的音乐线条都是不一样

的拼接剪辑之后完成作品。我们拉的时候

的。最后是超越自我——我个人认为，我希

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但今天这样一个场

望通过演奏表达什么，传递什么，我所演奏

合，身处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学校，在座

的是否是作曲家所希望的作品。
91

Previous Salons: Looking Back | 教育沙龙回顾

金文彬：我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我把乐谱

种才能，甚至可以说，在 30 个被称作“天

和音乐，当作作曲家跨越时空写给我们这

才”的人之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天才。

些学音乐的人最私密、最真挚的一封信。

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练习。那么，

我们读他们的信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他

我想问两位音乐家，从您的角度，是否可

们信里面写的什么，我们再以演奏的方式

以给我们很多热切的学琴儿童的父母一些

给他们回信——“我明白你的所有意思，

建议呢？也就是说，怎样能够帮助孩子形

这是我对你的回复”。在我理解，作曲家

成好的习惯和生活态度，去培养他在学习

和音乐家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互相尊重

音乐这条道路上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

的关系。通过我们的演奏，使得观众了解
这些作曲家，对他们产生兴趣，去了解写

陈曦：我觉得天才只适用于像莫扎特、巴

出这些伟大作品的作曲家的故事与生平。

赫这样的大师，学音乐更重要的还是练习。

在观众与作曲家之间构建一个桥梁，这就

在此，我想表达一些我的个人观点：现在

是我们音乐演奏者最重要的角色与使命。

世面上经常看到“快乐地学习音乐”的宣
传。我想说，如果要走专业音乐道路的话，

钢琴与小提琴的对话，你听懂了吗？

并不只是追求快乐就可以达到。因为音乐
演奏本质上是一个半竞技、半艺术的形式。

刘媛：我曾经看过一句话，说这些逝去作

跟体操运动员一样，如果在孩子小时候，

曲家的作品，每次的演奏都像本人又活过

没有刻苦练习那些既定的技法与动作的话，

来一次。下一个问题可能需要你们用演出

他长大了之后是无法完成的。

来回答，关于演奏家之间如何默契配合创
造出美妙的音乐。因为我们知道，音乐上

音乐练习非常枯燥，没有一个伟大的音乐

的呼应，远比谈话中的对话更细致、更困

家可以自觉去完成练习，都需要他人高强

难。对话中，彼此丢来丢去的，主要是语

度的监督与督促。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成

言中承载的意义；音乐呼应时，演奏者还

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既要让他苦练技法，

是只能按照作曲家写好的乐谱进行乐曲内

还想让他保有兴趣，这是非常难的。即便

容的演绎，丢来丢去的只能是微妙的暗示，

热爱音乐的孩子，每天快乐练琴的兴趣点

必须专心才能体会的强弱变化、乐句诠释。

持续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要想走专业

每位参与其中的演奏者，最后要融为一体，

音乐家的道路，就必须通过刻苦练习，培

呼应不是为了凸显自己，而是为了完成整

养孩子掌握这门艺术和技艺，这是我的观

体。所以在我看来，这种演奏家之间的默

点。但如果你只是想让孩子培养一门个人

契和心灵相通似乎很重要，不知道两位老

兴趣，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师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示范？
金文彬：我的观点跟陈老师完全一致。如
（两位音乐家以一首《爱的欢乐》为我们

果真的想让孩子学音乐专业，必须得软硬

现场演示了钢琴与小提琴之间精妙对话。）

兼施，但同时又不要太逼迫孩子。我觉得
还是要再强调技术，你的手指能动多快，

专业音乐的道路漫长而辛苦，您和孩子准

能弹到多少音，弹得有多准确——这些都

备好了吗？

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去感受音乐所必须要
储存的基本“粮食”。如果基础没有全部

刘媛：我记得著名钢琴家 Gary Graffman

打好的话，还是欣赏音乐、享受音乐就好，

（郎朗、王羽佳、张昊辰的老师）曾经有

不要走专业的音乐道路了。

一本书《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我
为什么要练琴）》，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

陈曦：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因为我自己也

时候说，在学琴儿童的家庭中，大家都很

在教音乐，既有专业的学生也有非专业的

关心天分，其实音乐天分是非常稀少的一

学生，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抱持着“学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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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但学习专业的目的，最重要的是，
让他学会如何去审美。很多时候，我们的学

陈曦：音乐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让我享受

生还没有学会审美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枯

了“从废墟到音乐”的一个过程。因为我

燥了。

们每个人学习音乐的过程都是非常痛苦的
一件事。它建立在一片废墟上，但我们坚

我想在此强调的是，在孩子学习音乐的道

持了下来，学会了享受音乐之美，创造音

路上，他可以进度很慢，但他一定要学得

乐之美。一部作品从不会到会，从很乱的

认真。

演奏变成刚才那样可以称之为“美”的演
奏——这个过程，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待事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演奏《辛德勒的名

物、如何做事做人，这些都是对于我个人

单》。其实我准备这个曲子很有用意，在

来讲最大的收获。

我看来，这部电影的主旨是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音乐是教人向善的。我们演奏《辛

金文彬：我想到刚开始学音乐，单纯就是

德勒名单》的时候，是对自己父母的感恩。

为了让家里人唱歌跳舞的时候有音乐伴奏，

所以，这个作品应该献给所有养育过我们

这是我父母的要求，我也做到了。现在回

的父母。

过头看，看到那个在家里为大家伴奏的我
一路走到今天，能在这个舞台上为大家表

音乐对于人生的意义和影响

演，给大家带来今天这一晚的演奏，这对
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同时，我还收获

刘媛：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

了很多好朋友，包括我在鼎石的好朋友们、

两位音乐家，就你们个人而言，学习音乐

包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这就是我最

的道路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能不能最

重要的收获。

后告诉我们音乐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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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Learning
Partnerships

Hilda Man, M.S., CCC-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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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thoughts must have high language –
Aristophanes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 Wittgenstein
Language plays a monumental role in our lives
and language learning is a life long process. Stro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key to
success in today’s competitive world and those
who nurture their language skills on an ongoing
basis are usually better equipped to achieve in our
rapidly advancing society.
During the last edition of this academic year’s
Education Salon series,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 Hilda Man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strong language skills. Ms. Man
discussed how cultivating language skills is
indispensable for success in school and beyond
and what parents can do to help foster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ir children. She argued that the
key to successful language nurturing in children
is for parents and educators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s efforts in stimulat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ir children.
“Promot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at home
should start from birth,” said Ms. Man, “and
should continue through high school and beyond.
Encouraging language learning in young adults
can help them thrive in today’s highly competitive
world.” Ms. Man’s suggested strategies include
talking daily with your children, be it through play,
while doing chores, or at the dinner table.
In addition to dialogue, Ms. Man also suggests
reading together, no matter the age of your
child; modeling metacognition when reading
with your child;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recasting and elaborating; encouraging
curiosity and fostering inquisitive think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your children’s questions.
R ather than rote learning , Ms. Man al so
encourages deep and long lasting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how facts relate to each other.
Considering that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s a
necessary skill of the future since innovation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creativity, Ms. Man encourages
parents to find ways to promote creativity and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 Her suggested
strategies include engaging your child in projects
that involve creativity, plan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discussing current trend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and exploring to promote creativity
and novel thinking.
S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vocabulary size i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suggested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boost children’s
vocabulary growth, such as playing word games,
which have the added benefit to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The more words children know, the
faster they learn new words,” she said.
As an American-born Chinese,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 Hilda Man has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integration
practices and is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both
cultures. Ms. Man has provided trainings to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n Francisco (USA)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best practices
for encouraging language learning. She is a
guest speaker at school districts,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San
Francisco and has taught in the graduate program at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USA).
Keystone’s Education Salon Series provides a space
for the community to engage with the best minds
in education from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is was the last Salon in a series of eigh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academic year. We are busy preparing
next year’s line-up of expert speakers and will share
our program at the start of the 2017-2018 school
yea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lon topics and
to receive an invitation to our events, please email
event@keystoneacademy.cn.
95

Previous Salons: Looking Back | 教育沙龙回顾

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千头万绪，
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深刻的思想对应着高级的语言。”

常说：“那不是学校的责任吗？”可是儿

——古希腊著名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童出生之后的前几年恰恰是他们语言发展
的关键期，他们像海绵一样汲取周围环境

不错，我们期待孩子的语言和思维能力相

的知识和信息，也会因为语言能力有限而

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掣肘，于是我们费尽心

无法表达自己而出现一些“不乖”的行为。

力上下求索“灵丹妙药”——最热门的双

作为家长，我们常常陪伴在孩子身边，更

语学校，“最对的”语言课程，还有在微

应该支持孩子早期的语言能力发展。

信圈里传来传去的各种“口味”的教育“鸡
汤”……

我们还要知道的是，语言能力的发展贯穿
人的一生。我们成年人每天不也都在接触、

前几天的鼎石教育沙龙上，来自美国的语

学习新词汇和新的语言用法吗？语言发展

言与言语病理学家 Hilda Man 女士根据自

并不是儿童专属的，而是一个终身的学习

己 30 多年的语言支持经验提醒大家：帮助

过程，所以即使是那些进入初高中学习的

孩子发展语言能力，没有一蹴而就的“魔

孩子，父母也有支持他们语言学习的必要。

药”，倒是时时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可
以做些什么。

还有，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是相辅相成的。
语言学当中有个冰山理论——露在海面上

作为父母，不能缺席

的冰山有两个山峰，一个是母语，一个是
外语，在海面下你会看到它们合成一体，

Hilda Man：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很

拥有同一个基础。所以第一语言的发展也

多家庭倾向于把孩子的教育大事归责于学

会帮助第二语言的发展，反过来，如果你

校。谈到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家长们常

想拥有出色的第二语言能力，必须要有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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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第一语言能力。所以我下面的建议并

20 个问题：孩子问 20 个问题，家长用“是”

不只针对某一门语言能力的发展，而是针

或者“否”来回答，最后猜出家长心里想

对“语言”——这种沟通工具本身的学习。

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每天跟孩子做这些……

……

“交谈”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听到孩子说的话
有哪里不对，千万不要直接纠正：“你这

Hilda Man：现在来谈谈我们具体可以做

么说是不对的，应该这么说……”家长要

些什么。首先，每天和孩子交谈。有的家

做的是，用正确的句法把这句话复述出来，

长会说，我不太习惯和孩子交谈，我该说

比如“我知道了，你想说的是…….”

些什么呢？其实不必太纠结，就算日常的
活动也可以成为话题，比如做游戏、吃东西、

也别忘了和孩子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讨论。

帮孩子洗手、让他们做家务。可是不要盘

如果孩子说：“爸爸，小猪！”爸爸就可

问式地和孩子聊天，而是和他一起做一件

以说：“爸爸会把你像背小猪一样背起来。”

事，在做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交谈，

这样家长就帮助孩子扩展了句子。和孩子

甚至做些小游戏，比如：

交谈时也要问他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刺
激他们运用更加丰富的语言，而不是让他

I Spy：家长描述周围环境里的一件事物，

们只用简单的“是”或者“否”就能回答。

让孩子来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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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强调的是，就算孩子进入青春期，家

只有插画的书。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书是

长也要每天找机会和他们攀谈。当然，在

专给幼儿的书籍，其实它们更有挑战，更

青少年叛逆期，孩子们很可能不会想和家

需要阅读者总结、解读、推理、提问、建

长交流，而是更多时候和朋友们在一起。

立联系等方方面面的能力。这样的图画书

即便是这样，家长也一定要尽量和他们聊

更棒的是它的开放性——孩子讲故事的时

聊，而且要围绕自己也感兴趣的话题。要

候可能会害怕把细节讲错，而对于这种图

是孩子觉得某个话题连家长都不感兴趣，

画书来说，并没有那样严格的对错之分，

怎么会有兴趣来聊天呢？我可不建议这样

所以孩子们可以边读边自己来编故事，增

的“开场”——把孩子叫到跟前来说：“来，

强自信。

跟我讲讲今天发生了什么？”谁都知道这
样的谈话是不起作用的。

这是几本我认为不错的英文图画书：

“读书”

《Zoom》、《Re-Zoom》、《Flotsam》

Hilda Man：经常有家长问我，“我的孩

这几本适合和青少年一起读：

子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困难，我是不是该把
他送到培训中心或者买些什么学习项目、

《Journey》、《Arrival》、《Return》、

辅导书给他？”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百

《Black and White》、《Unspoken》

试百灵的魔法能一下子达到目标，但是从
家长支持的角度来说，除了和孩子交谈，

磨炼思维和精进语言将一举两得

还有就是和孩子一起阅读，帮助孩子发展
阅读的能力。

Hilda Man：“深刻的思想对应着高级的
语言”，思维和语言相辅相成，所以发展

每天都要和孩子一起读书，特别是孩子还

思维和精进语言的能力并行不悖。

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否则从青少年时期再
开始就有些困难。一旦孩子学会了如何阅

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们

读，就可以通过阅读来学习。

对自己的思维展开思考，比如用这样的句
子来引导孩子思维：我想……我估计接下

说到阅读的内容，我特别推荐没有文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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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会发生……这让我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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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孩子探索，发展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

小组学习对批判思维的培养很重要。有小

探索可以发展孩子思考新事物的能力，也

伙伴来家里一起玩的时候，不妨鼓励孩子

能帮助他们牢牢记住新的知识。例如，带

们一起讨论想法，合作一些项目，探讨彼

孩子去公园看昆虫；从野外收集一些东西

此的想法。

带回家里来观察；把不同的颜料混在一起，
看看能得到什么样的新色彩？

家长也可以和年纪大些的孩子讨论时事，
问问他们的看法，并且鼓励他们用证据来
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孩子暂时做不到的
话，家长可以先示范一下。
玩些亲子文字游戏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
游戏不仅帮助孩子发展语言的能力，还能
锻炼批判思维，增加词汇量。下面是一些
英语的文字游戏，相信大家了解了这些游
戏背后的用意之后，也可以发展一些中文
的文字游戏：
TRIBOND、Word Mess、HEDBANZ、
Taboo、Cross Word
其实，所有语言的学习和掌握都需要先期
足够的输入，才能在未来灵活而有效的输
出。关于怎样帮助孩子更有效地进行“输
入”，Hilda Man 女士给出了很多实用性强、
可以即刻上手实践的建议。愿所有父母都
能从 Man 女士的建议中受益，即便再为琐
事缠身，也挤出时间来和孩子们聊天、阅读，
实现真正有价值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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