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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导师寄语

C1 中财人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

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

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正如哲学家苏格

拉底所言，“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个人该怎样采

取正当的方式来生活的大事。”中财学子从一入学

就应该扣好自己大学生活的扣子，读书立身，明确

志向，在事上磨练，切莫急功近利，努力成为卓越

的财经领导者。

敏而好学 闻道勤行
对于学习境界，中西方学者都有深刻的阐述，

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 中指

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须经三种境界。

其一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由此观之，人贵于自修自得。“学莫贵于自

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提及了四种学习境界，即“生

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

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大多数人

并非好学、乐学，反而是困知勉学。即使孔子也自

谦地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实乃敏而求知也。与

之相似的是，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对学习中的艰

苦比对体力活动中的艰苦是更为害怕得多的。”

坚其心志 进德修业

修身勤学，先立志；志立则学半。“凡学，官

先事，士先志。”（《礼记》）名士大家无不先立坚

卓之志。马克思在 《青年的选择》 一文中强调：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

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

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最伟大的，那它实际上

也是伟大的。”亚圣孟子以浩然之气塑人之志，“欲

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三国智圣诸

葛亮主张“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人

若无志，不免于下流也。晚清名士康有为言“立

志，为学者第一事，志不立，则天下无可为者。”

若有志不立，学便无从着手。

史学家钱穆认为，立志要做第一等的事，第一

等的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

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

之完人。”（曾国藩）为此，中财学子需戒骄戒奢，

奋勉加志，得志泽民，进德修业，否则身处安逸，

不足以志广。王阳明读书学圣贤；曾国藩以“不为

圣贤，便为禽兽”为志；周恩来有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之志。然而立志并非易事。孔子十五有志于

学，三十方立。当然我辈也无需担心志向并不远

大，反而怕难以为继也。

居敬致精 为学躬行

治学之道在于博文约礼，求仁求勇，慎独习

劳。“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

之法。”（朱熹）为学以躬行为本，贵于择善选贤而

从。“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为学

要日积月累，不耻下问，宽以待人。“学以聚之，

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经》）

学问之道以做人为本，时时用力，省察克治，

方日渐有所见识。“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

落。”（王阳明）学须反身求诸己，或渐修或顿悟，

以通才达德为目标。欲速则不达，力求大器晚成。

择师交友，合志同道。为学须亲近良师益友，

摆脱无知之幕。“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孔子家

语》）学研者需有人加以指导与点拨，否则难以成

功或事倍功半。迷时需师度；断不可一日无师。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

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

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

可不慎也。”（《礼记》） 虽然“三人行必有我

师”，然而良师严师难寻难得。人师、圣人师尤为

难遇。“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卖丝之

质，附近朱蓝耳。”（《后汉记》）经师者乃研究或

传授专业知识的学者；人师意指教人如何做人的师

表；圣人师则为教人如何成为圣贤的大师。

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朋友之论乃中国文化的特点。学有争友，不行不义。

友需正直，宽容，多闻。“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

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

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

者。”（《孔子家语》）学人入则笃行，出则交贤；学

人之长，忘人之短。“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

以居之。”师友之道在于思诚，忠告，善道。

通专结合 三位一体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教育需以“每个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致力于培养“完整的

人”。哲学家怀特海在 《教育的目的》 一书中指

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

人才。专门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

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中

财学人需先通而后专，通专结合，通专皆本。“人

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的全面发展符合人的本质，是平等的、合

乎人的尊严的。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对于某个题

材判断得好的是在那个题材上受过特殊教育的人，

在事物总体上判断得好的人是受过全面教育的人。”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学习、本土化的学习

以及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必要。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在

不断变化，如学会严谨地思考道德问题、学会理解

不同的种族与文化、学会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生

存。价值观、能力与知识三位一体。培养学生的个

人价值观、立德树人是本科教育的根本任务或非常

重要的任务。大学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批判性与建

设性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说服能力、逻辑分

析能力、国际理解能力、数理与道德推理能力、跨

文化交流能力、创新能力、想象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侧重

培养如下能力，即分析性与批判性思考、集体商

议、平衡竞争性利益、以更广泛的伦理思考公共政

策议题、有效沟通、培养创新领导力。 大学学习

不仅仅限于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普遍知识

（universal knowledge）。

慎始敬终 卓越领导

君不困不成王，然而“慎始而敬终，终以不

困”。《道德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

情怀是中财学人应有之义。妥协是领导的灵魂；审

慎是领导的美德；平衡是领导的艺术。卓越领导的

重点、难点在于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卓越领

导者需遵循天地君亲师之道，疏通知远。马克斯·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指出：“三种前提性

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

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卓越的领导力在于如何保持

内心的沉着冷静，如何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

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心灵之中。领导艺术靠的是

头脑与智慧而非其他。“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礼记》）致命的领导有两种情况，即缺乏公正

准绳，无责任之感。由此，国学大师南怀瑾强调，

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成为

通才，样样都会。

最后，以梁启超的荐书与大家共勉，即最低限度

之必读书目为《四书》、《易经》、《书经》、《诗经》、

《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

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

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梁启超认为，以上各

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

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况中财学人乎！

（政府管理学院 白云真副教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

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梁俊娇正如她喜欢的这段话一般，温柔与恬

淡，“静下心来，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有

价值的事情，是我心之所向往”。

不忘初心 始终如一

自从 1992年从教以来，梁俊娇老师始终秉承

教书育人、不忘初心的理念，1997年获中央财经

大学优秀青年教师、1998年获北京市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光荣称号。在 25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严格

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尽心尽力，投身教学。

谈及25年的教学生涯，梁老师感慨道：“1987
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在公司做了两年后，感觉还是更喜欢学校的环境，

所以决定重新回到学校。当时正赶上“下海潮”，

从公司回到学校好多人都不理解。那时学校比较清

贫，收入比较低。”

但是梁俊娇老师依旧秉持着自己的初心，回校

教书，一教就教了25年。“相对来说，学校人际关

系比较简单，时间也较自由，学术氛围也比较浓

厚，有自己喜欢的老师和学生。特别喜欢的是学校

的人文环境，喜欢飘逸着书香之气的图书馆。每每

走进校园，心情就会变动十分平和与宁静，看到朝

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们，就会对未来充满无限遐想和

希望。”

在这 25年中，梁老师主讲《税务管理》、《纳

税检查》、《纳税评估》、《税务会计》、《税收筹

划》、《税务代理实务》 等多门课程。此外还讲授

《中国税制》、《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上课门类

较多，并且在课堂教学之余，积极从事教学改革项

目的研究工作，完成了《税务管理课程建设研究》

和《税务专业财经应用人才培养》等教改课题。

虽然有时会比较累，但梁老师却乐在其中，每

年都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梁老师似乎有一种魔

力，总能将自己抽身于纷繁复杂的工作之外，将一

切事物安排的妥妥当当，自己依旧活力满满。被问

及是否有什么秘诀时，梁老师笑道：“哪里有什么

秘诀，主要是看时间能否合理规划罢了。因为自己

的课程门类较多，所以就将备课时间大多安排在假

期，这样就能保证有充分的精力上课”。当然，梁

老师平时也会通过运动来缓解压力，周日一般会去

爬爬山。

梁老师常年不懈地坚持高质量教材的编写，尝

试多方面的教学改革，秉承教书育人，师德为先的

理念，因此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其教学理念也受

到广泛认同。对此梁老师淡然道：“评上教学名师

是对我以往工作的一种肯定吧。无论评不评教学名

师，我都会一如既往坚持下去。”

撰书立学 质量为先

梁老师在课堂教学、学术科研之余，还一直积

极从事教材建设工作，并且成果颇丰。其参编教材

40余部，其中主编教材 20余部，不仅量多，而且

质优。

她主编的《纳税会计》一书为“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目前已修订到第8版，成为全国财经

院校税务会计课程的通用教材；《税收应用基础》

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她参编的《税收筹划》为“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税收学》 为省部级教

材；《外国税制》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在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品税收系列 17 本专业教材

中，由梁老师主编的就有6本，为规范税务专业教

材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写一本好的教材确实比较辛苦，尤其是在评

职称时所占比重又比较轻。现在市场上每年新出教

材很多，大多是一版后就销声匿迹了，若能保持连

续再版，就需要在质量上下功夫”。正是因为梁老

师对教材建设一直持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才能使

得其高质量的教材为大家认可。

梁老师对所编教材把关甚严。“一是要更新及

时。这就需要紧跟相关专业知识的最新进展，保持

教材的同步更新； 二是要适合学生。结合自己教

学经验，不断调整教材体系框架和内容；三是要培

养作者队伍。保持有一个年龄结构合理的教材写作

团队，是保持教材质量的关键。”梁老师认真回答

道，“平时我都会阅读最新的政策、杂志和书籍，

对一些专业问题与其他教师定期进行讨论，保持自

身知识的不断更新”。

编写教材其实也是梁老师的志趣所在，而且去

其他院校参会时，经常会碰到老师或学生说他们用

过、学过自己的教材，这也是对她一直坚持编写优

质教材的一种莫大激励。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要了解一个老师的口碑，只需要找几个她教过

的学生聊聊，他们往往会给出最真实的答案。记者

在对梁俊娇老师进行采访之前，心里甚是忐忑，对

“优秀教师”这个名号觉得有些距离感，于是找了

几个梁俊娇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聊了聊。“老师人

很好的，完全不用担心距离感的问题，梁老师向来

都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采访的几个学生几乎

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当然，梁俊娇老师在学生群

体内的优秀口碑和她与学生良好的相处方式是分不

开的。梁俊娇老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在她的眼

里，学生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学习稍差的学生更

需要老师的关注，而且学习差并不代表这个学生就

是个差生。这么多年来，我的课上一直比较关注的

是这些学习并不太好的学生，希望尽我所能去提升

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帮助他们提高成绩，肯定

自己。”

梁俊娇老师曾作为访问学者赴海外交流，在美

国纽约大学交流的过程中，她了解到了国外大学教

育的现状，也对这种教育理念表示认可。“在纽约

大学，学生学习还是比较刻苦的。图书馆 24小时

开放，尤其是到了期末，图书馆 24小时都有学生

在学习。除此之外，国外十分强调自主学习。课前

老师会布置大量阅读材料，学生如果不提前阅读这

些材料，课上基本听不懂，这也就培养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习惯。”纽约大学活跃的课堂教学气氛对梁

俊娇老师启发较大。她将这些经验带到了自己的课

堂，为了有助于学生的理解，梁俊娇老师讲课比较

强调知识的逻辑性，经常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学

生在其课上可以随时发问。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

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老师所讲的知识也更加容易

被吸收和消化。

梁俊娇老师所教的 《税务会计》 和 《税收筹

划》都是大三专业课程，综合性较强，需要前期课

程知识的积累。有些学生由于前置课程成绩不好，

便存在自我放纵、自暴自弃现象。对于这些学生，

梁俊娇老师经常找他们谈心了解学习情况，课堂上

时刻关注他们，通过提问、表扬、担任课代表等方

式激发这类学生的学习兴趣，致使这些同学都通过

努力学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前我教的班上有

个广西少数民族学生前期挂科较多，他自己都没想

到我这门课不但没挂，还考了 70分。学期末的最

后一堂课结束时，这位学生还带来吉它自弹自唱一

首《母亲》献给我，说我像妈妈一样关心使他终生

难忘，当时全班同学都激动得热泪盈眶。2017届

也有个成绩稍差的学生，在我的关心帮助下，不但

课程取得了好成绩，今年还考上了北大硕士，特意

找到我，感谢老师的鼓励和关心使他重拾自信。”

从梁俊娇老师的话语中听出了些许对这些学生的自

豪感。“从美国回来之后，我觉得作为教师应该时

刻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与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尽

量缩小与学生之间的心理差距，多谢鼓励和表扬，

少些指责和说教”。

25年来，梁俊娇老师秉承着“教书育人”的

理念，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谆谆教导，在教学

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被评为“优秀教师”只不过

是其教学生涯中无数闪光点中的一个，就像一颗星

星挂在星空只不过是起到了点缀装饰的作用。梁俊

娇老师所付出的心血并不是只用这一个头衔就能衡

量的。

时至今日，梁俊娇老师对于自己的教学事业依

旧一丝不苟。梁俊娇老师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积极帮助年轻教师掌握教学技巧，将自己总结出来

的经验与教训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后生。

“正确处理好事业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合

理规划自己的时间，时常保持着年轻的心态。”这

是梁俊娇老师对自己二十五年教学生涯的总结。

（文化与传媒学院 15财经新闻 李艺璇 高岩岩）

心之所往 魂之所系
——记梁俊娇教授二十五年教书育人生涯

进德修业 卓越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