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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树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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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心情复杂：
御大鸟以赴远，恨周
一还上班

本组作品摘自
刘树勇老师微博



一瓶啤酒，一个烟灰缸，斜坐在沙发上的老树
透着一丝散漫。说他是中财最特立独行的老师一点
都不为过。抛弃条条框框的知识点，怀疑一切的权
威，把课堂当作讨论一切话题的平台。这种看似与
传统教育背道而驰的教学理念让老树在学生们心中
深深扎根，却也让大家充满着好奇。

他究竟是怎样一“棵”老树？

我不是什么传说

对于传说这个名号，老树并不认同。在老树的
眼里，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物，更谈不
上传说。

说起“老树”这个名字的来历，老树不禁回忆
起那段和学生们称兄道弟的岁月。“这都是过去
你们的师兄师姐们给取的，叫了二十多年了，大
家都这么叫，很少有人叫我老师。我觉得挺好玩
儿的。”脸上满是笑意，新浪微博上那个没有带认

证符号的“老树画画”微博也是由此而得名的。
老树抖抖指间的烟灰，和我们分享起过去他的弟
子们是如何在大半夜里拎着啤酒到他家中和他谈
天说地的往事，“那个时候师生之谊很纯粹，很
美好”，他说。恐怕老树的传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的，尽管他认为这种友谊是常理之中的平凡，但
这样师生间的亲密无间多少还是让今天的我们感到
遥不可及。“带过很多学生了，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经常跟我谈艺术谈文学方面的事，自由地谈，
甚至起了争执，互相不服。九十年代的时候，更多
的就是跟我聊生活上的事情了，比如谈恋爱了，
失败了，出主意想办法，也好玩儿。后来进入新
世纪，学生来找我，说的一是专业课程方面的事
情，比如考试不及格了，能不能通融。再就是找工
作的事。很实际，也很没意思。”很难想象眼前这位
大学教授与学生们当年“勾肩搭背”的场景，但这
才应该是真正的老树，与他“处事不恭”的外表格
格不入的老树。

我只是一个不错的民工
“我就是一个民工，是一个还算不错的民工！”

一个我行我素、与众不同的大学教授这样评价自
己。说起自己的个性特点，老树毫不掩饰，“我这
个人没什么优点，毛病倒是一大堆。最大的毛病就
是平时比较懒散，看起来有点儿吊儿郎当。但干起
活儿来还是挺玩命挺细致的，崇尚完美主义，有点
强迫症。”从老树在课堂上对学生们操作能力的严格
要求就看得出他工作时的认真细致，这种看似不修
边幅背后的专注或许正和中国式散文的形散而神不
散的特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

老树一再强调，无论是教学还是学习，都要弄
清楚“学”和“术”的关系。“学”是基本的理论
知识，“术”更多的是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正所
谓说个千遍万遍，不如亲手来一遍。“我们学校除
了文传学院有部分专业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外，大都
属于社会科学，‘术’层面的内容比重很大，如果
老师只局限于课堂教学，学生只习惯于每天坐在教
室里一杯奶茶一份煎蛋地竖着耳朵听，然后几张试
卷结束一个学期的学习，这是远远不够的。”老树让
我们利用假期的时间，更多地自己去闯荡社会，去
找各种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单位实习。“无论你是一
所名校的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别把你这个学校的和
学生的身份太当个事儿，那没有什么自豪的，那只
是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关键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有
何种能力，可以去做些什么，能够做到何种程度。
这才是你应该关注的事情！”

我的画就是我的生活
和老树第一次联系是在新浪微博上。去年开通

“老树画画”微博伊始，老树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上传
的画配打油诗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当然，老树也
并不在乎那些每日上涨的粉丝数量，因为那于他毫
无意义，只是这样一个平台给了他和一些艺术界的
人士进行艺术交流的机会。

每一个想了解老树的人或许都不该错过他的微
博。每天他都在讲述着自己的灵感，准确地来说是
他的日常生活。“我画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现实
层面的，尤其是内心层面的生活。人就是这样，当
你历经一些岁月，见识了外在世界的种种事物，然
后看得淡了，就开始回望自己，关注自己内心生活
的起伏变化，然后发现可以与他人在内心当中相
通，因为每个人在现实当中面对的东西都差不多，
做出的反应也差不多。完全的沟通完全的理解是不
存在的。但是，你如果做到真正地进入了自己的内
心，你就进入了所有人的内心。”

在老树的眼里，我们就像一群孩子。“人当然
要葆有一份天真的性情，但这不意味着自己总可以
娇惯自己，总是装出一副卡哇咿的样子。作为大学
生，得有点儿成人感，成人的思考、成人的立场、
成人的做派和理性担当。父母都会老去，学校也不
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小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
分。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活在一种复杂多
变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人得拿捏好处世和自处的
分寸，要通达，活得要放松，不要紧张焦虑。但做
到这些需要一定的人生历练，总有一天人都会明白
自己最终都是要回归到自己内心的。”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桌上的啤酒瓶也见了
底。采访到最后更多的是老树的自由发挥，简短的
采访就像是师生间普通的唠嗑儿。起身和老树道
别，感觉老树其实并不神秘，一切的神秘只源于我
们的不了解。 （本报记者 11财经新闻 毛姝晗）

编者按：他们不是普通的老师，他
们的人气超高，他们的传说很多，他们
有自己的“经典语录”、“独家考卷”、

“课堂秘籍”……
他们都是谁？请与我们一同走进

“传说的老师”。

我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民工

一句话证明上过TA的课：

“下周和下下周的课不上了，你们自己去拍照。”
“中国的大学太像学校了，大学像中学，中学像小学，小学像幼儿园。”
“世界本来是没什么样子的，关键是你怎么看。”

 








（上接第一版）大学生要学如何地明道淑
世，要鼓励特立独行。要有独立思想，要有自
由精神。这才能真正地培养出创新人才。这就
不是只去读专业的书，要多读些文史哲的东
西。读文学，使人有浪漫情怀，有悲天悯人之
心；读史学，使人厚重，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
菲薄；读哲学，使人广大，增见识，得方法。
有这些东西，人就不会俗。一个大学生读出来
还不能免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现在的大学生很务实，这没什么问题，但
是要警惕，务实与流俗，也就是一步之遥。

“俗”是什么？就是夫子所说的“小人”
的思与言与行。就是不雅。中国不懂得什么是
贵族，好像有钱人就是贵族。其实有资本是很
重要的，但这个资本不只是钱和权，而更重要
的是“文化资本”，或叫做“文化底蕴”。这和
职业技能没多大关系，是知识、情操、思想和
胸怀，是一种有品质的情味，一种高层次的鉴
赏力，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一种纯粹的对人类
的关怀，一种无私与善良。就是那种“江天一
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感觉。你能说

“春江花月夜”的境界俗么？财经类大学的学
生，出去干的事情，都是关乎经济之命脉、天
下之平准的，在“义”与“利”的冲突时，能
做到夫子那样“吾视富贵如浮云”么？一个理
财的人，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若是出了
问题，轻则不可以保妻子，重则不可以保天
下。夫子为什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呢？这话是值得深思的！

大学应该培养文化贵族，不应该培养文化
俗人。在大学里，要学会塑造一颗心。不要只

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用自
己的眼睛。见贤思齐，见不贤，就要检查自己
是否也有那不贤的东西。己之不欲，勿施于
人。

记得孔子的学生要去一个地方做官，问老
师要注意些什么，夫子嘱咐他“勿欲速”、

“勿见小利”，因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
不成。其实在大学里，我们的同学也要参考这
两句夫子之言。读书是件苦事，也是一件细
事，来不得半点马虎。现在大学里的事也太
多，都在实践，好像一静下心来读书，就会读
成书呆子了。大学里的教师应该学会教学生

“会读书”，会读书的孩子永远不会读成书呆
子。现在是用实践活动去代替读书，这不对，
实践应成为鼓励学生更好地读书的手段，而不
是上大学的目的与教大学的目的。过早过多的
实践，欲速不达。

大学生，要学会大处着眼，不要蝇营狗
苟。要学会放下一些东西，君子有所为有所不
为，要懂得区分。有些人不说话则已，一说话
就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境界的问题。
你看人家杜甫，事不出于一己，言必关乎天
下。因为这类圣人都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的，他们是虽贫贱也不能改易其志的，所以颜
回就能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时，犹能乐在
其中。不是他们傻，而是他们在内心里有那一
份区分。在“义”“利”之间，他们有一份操
守。

我们讲要思想自由，要独立思考，同时也
要讲中规中矩。这两方面不是非此即彼的关
系。过去南朝时有人说“为文须放荡，为人须

谨慎”，这话是有道理的。真正为人之大境
界，是合规矩的自由，是有意味的形式。孙过
庭《书谱》上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
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
则未及，中则过之，晚乃通会，通会之际，人
书俱老。”这里的“老”，我理解是成熟的意
思，也是高境界的意思。“通会”就是既有

“平正”（规矩），又有“险绝”（自由），是
融为一体，无斧凿之痕的。大学生要追求自
由，也要习得规范，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这
是我们应有的训练，绝对不能轻忽。

学生要爱校如家园，敬师如父兄，同窗
如友朋。既然我们考入了一所大学，这就是
我们的家园。学校的优长是我们的骄傲，学
校的缺点我们也要宽容，就像我们在家里，
我们的家就没有一丝的不是么？有了怎么
办？要想办法在建设中使它美好起来，而不
是怨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要知道，所有的
家庭、学校、单位乃至国家，都有它的好也
都有它的不好，就像你找个爱人，自由恋爱
自由选择的吧？也不一定就是个完人，你怎
么办？休了他再找一个？那你就会永“休”
不止了。要容人之短，在适当可行的时候，
用我们的力量帮助他，在建设中修正他。你
的心态就永远是积极的，你就不会妄自尊
大，也就不会妄自菲薄。对学校、对老师、
对同学的缺点和不足，我们都应取此积极的
态度对待之。这也是一种人文的修养，有容
乃大，这是古人教导我们的，干大事的人，
不能蝇营狗苟，不能斤斤计较。商场如战
场，理财犹治国，财经人才要有大气魄、大

胸怀，则在商场中自是将帅、理财中足称卿
相。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作“儒商”，为什么

“商”前要加个“儒”呢？这是因为“商”的
专业技能里介入了“人文”。

现在就业成了教与学的大问题，学生和家
长在学生还没进大学门的时候，就在考虑出去
的问题。这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是很正
常的事。教育投资现在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是很
重要的一块投资，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强
化了这种投资中的回报意识。供一个大学生不
容易，出来再找不着工作，这种投资的风险谁
愿意担呢，一个一般的家庭又怎么担得起呢？
所以上大学学什么成了首要的问题，怎么学倒
不大关心了。可是夫子曾说过，“君子不
器。”咱不是机器，更不是部件，咱是个

“人”。《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

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
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
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
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
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
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
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
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
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
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
也。”群臣皆莫敢言。

我们的大学生，出来是个“功人”好还是
“功狗”好呢？这应是不言而喻的事吧！

学生还是以读书修身为其要务。学也不要
死学，还是通脱一些的好。人一通脱，机会就
多，眼界也就宽，就不会成为腐儒。但也不要
太不在乎，失之于油滑。读书不要把它当任务
去完成，那样很累，活着没有味道。读书要把
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达到自然而然的境界。
功利心很重的学习，能得一时之利，终废一生
之功。

在大学里，要学的无非两类，一是学专业
知识，一是学做人的原则。过去颜渊说过：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
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说出
了一种好学生与好老师的“教”与“学”的境
界。“博文”的“文”可以对应于专业知识；

“约礼”的“礼”可以对应于人文修养。我真
的希望我们的老师要以孔夫子为榜样，我们的
学生以颜渊为榜样。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专业
过硬、又有道德操守的财经人才！

本科时代真的很重要，时如白驹过隙，切
勿蹉跎！在大学本科时的学习与生活，就是为
你一生在储备，适千里者，三月聚粮。风之积
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啊，怎么能扶摇直上
九万里？知识、修养、人格，真是有好多的东
西要用心去学习去修为去打造的，学然后知不
足，知不足然后又励学。荀子的《劝学篇》我
们都学过，先哲的话早就说在那里，我们要时
时复习，温故而知新。时不我待，夫子说，学
如不及，犹恐失之。这是圣哲的经验之谈，我
们应当记取。

（文化与传媒学院 王强）

师亦传说

老树其人

最爱江南废园，久旷无人花残，夜半独倚竹下，一轮
明月正圆。

刘树勇：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视觉文化评论家，刚教书时学生送其外号“老
树”，这一叫，就是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