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过程中,

如何展现个性与特色

鄱说北大净出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关于这一 J甙 ,我想从北大的传统说起 。关于北大的传统到

么这个问题 ,网络上说法不一 ,而有些老教授则建议北大应

轱北大那样。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因为老北大老师的个
。我经常喜欢读有关五四前后北大的著作 ,五 四前后的

有很多故事 。比如判卷 ,传说有的老师把考卷 向桌上一扔 ,

的打 go分 ,依次递减。KK北大 日刊》上还登过 ,有的老师判
半刂彡卜准妄,彡卜娄攵冫060、 70、 80,甲手江彐交±头勇艮,80、 70、 60。 走虹逆垫

翼映了大家对个性的渴望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北大就没有那
扌了呢?所以今天我选择了

“
关于如何体现课堂个性

”
这个

θ

囱我人学当老师后 ,个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诚然 ,学生
有个性的老师和教学方式 ,但老师个性的发挥也受种种教学
的限制 ,比如教学评估、应试教育的培训模式的影响等。关于

发挥个性 ,争议很大。今天上午有一个学生的讲演邀
当评委 ,当我阐述了我的想法后 ,他们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个题目的指导思想 ,还是希望在北大的教学过程中每
能充分发挥个性 。

扌下面我就围绕这个 中心说几个问题 。

-、如何体现个性

我给个性 的定义是
“
在保证课堂体系完整性 的前提下 ,以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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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方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精神

”
。很显然 ,这是一个

具有 中间性质的定义。如果问学生 ,你喜欢什么样 的老师和不喜欢

什么样 的老师 ,回答可能会惊人得一致 :喜欢有个性 、有特点 、有激

情的老师 ,不喜欢念讲稿 、照本宣科的老师。学生更倾 向于个性 ,我

想这其 中也存在片面性 。学生喜欢的个性更多的是一种 自由性 ,但

我理廨 的个性不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不要忘了这是一 门课 ,而不

是学术报告 ,也不是随便聊天。下面举几个大师的例子 :

比如胡适开始在北大讲课 时并不受欢迎 。之所 以不受欢迎 的

原因是胡适在讲 中国哲学史 的时候提出了一套全新 的体系。通常

讲 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传说 (即黄帝 、炎帝时期 )引 人 ,只有胡适把考

证引人学术研究 中来 。他从先秦 、孔子开始讲起 ,不讲没有被证 明

的内容 ,只讲可考证的知识 。可是 当时的学生并不接受胡适 的这种

新体系 ,甚至有学生带头造反 ,想把他轰下去 。有两个学生 ,即傅斯

年和罗家伦站出来 ,指 出胡适先生讲 的有道理 ,鼓励 同学让胡适讲

完再发表评论 。胡适的体系逐渐地被大家接受 ,甚至后来胡适讲课

时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由此可 以看 出胡适是有个性 的 ,他提出了ˉ

套新体系。

第二个是朱 自清。听过朱 自清上课 的人都知道 ,他上课最大的

特点是板书写得特别好 。有一次 ,朱 自清来到课堂就开始抄书 ,抄

完后对学生说把这些东西都抄下 ,抄完就下课 。可能那时没有现在

这么好 的打印、复印等条件 ,朱 自清就通过板书 向学生讲授教学 的

重点 ,学生也认为朱 自清的这些板书确实很有价值 。这也是一种个

性的教学方式 。

第三个例子是俞平伯上课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讲求创新 ,

原则是每次上课都必须要有新意 ,对 自己要求非常苛刻 。有
一

次上

课他夹着包进屋 ,在黑板上写到
“
今 日无新意 ,停课一次 。

”

下面再举个陈庆华 的例子 。我听过陈庆华 的
“
晚清政治

”
这 门

课 。第一次上课时教室坐满 了人 ,但是几次课后人越来越少 ,甚至

最后一次课只有五个人 。但是陈庆华这个人非常镇定 ,他在讲 台-

站 ,不管下面有多少学生 ,只管讲 自已的 ()而 H,陈庆 r|讲课的内容

确实很深刻 ,比如他讲到 I丨f文经学和今 义纤哗的争 呛 ,我想没有-

个老 J币讲得过他Ⅱ



在侍洗详伫技l+过 镫申I如何衣砚个性与特色

幕说个忄希儿讲嵘的例 F,我 l丿亍过他来北大讲《红楼梦》。李希

嗓就是念讲稿 ,但他念讲稿的水平无人能及 。他的讲稿全部都

内容 ,没有-句重复 ,念到一定程度停下来 ,解释一两句 ,接

下念。盥个一堂课鸦雀无声 ,让人很难忘。他的讲稿非常有系

。呛讲稿能达到这个水平 ,也是一种了不得的个性。

渌后讲个罗荣渠 的例子 。罗荣渠上课 的重点特别突出 ,讲到重

一遍 ,再接着 向下讲 。

我认为以上这些人讲课都是有个性的。总结这些人的个性 ,每

Λ都有突出的特点 ,这种特点不是不负责 ,而是利用他们多年来

的个性把课讲透了。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的个性教学为学生提

髟串宫的知识 ,对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凿然我们也应注意对个性的片面理解 问题 。举个例子 ,以前学

,说某个教员一学期连绪论都没有讲完。当我找他谈话

·他说绪论是最重要的内容 ,要想讲完一句话就完 ,否则永远也

宪。我建议他既然学生有反映 ,能不能改变一下教学方法 ,既

,也讲一下后面的重点 内容 ,让学生有整体感 。后来这

听了我的意见 ,调整 了课程体系。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 ,大

在保证课程体系的前提下进而突出个性 的 ,这个重要 的前

背 。

下面来讲我对个性 问题 的第二个理解 ,即谈个性的同时我们

视现实的背景 。大学教学之前 ,学生都是经过应试教育培

。我没有调查过五四时期 的学生 ,但现在的学生和五四时

定不一样。现在北大的学生都是通过高考考上来的 ,即使个别

林匹克竞赛 的 ,也是应试教育的模式培养出来 的。由应试教

创新 ,我觉得 中间的大学教育要兼顾两方面 。既不能走得太

·步子太大 ,否则学生接受不了 ;也不能离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个 目标 ,否则 目的就不 明确 了。两个方面 ,片面强调哪个方面

不对 的。

我们接下来谈谈存在 的问题 。我在教务部工作 的时候 听了北

多课 ,也评估 了很多别 的学校 的课程 ,感觉教学普遍存在三

胛 I△羽岱:

豺 【。硬 知识 含 量 不 够 ,东拉 西扯 。 比如 我 听过 一 门别 的学 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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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危机管理”课 。老师给同学们讲 了很多内容 ,比如 国际危机

理的定义 、特点 、分类 、意义等等 。学生只坐在下面记笔记 ,这
养的学生只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市场经济以来 ,相当多课程
识量是构不成一门课的 ,只要办知识讲座 ,或开专题就行了。在
今广播电视如此发达的背景下 ,学生宁愿去听一场论坛 ,也不
听重复的课程。

2.课堂教学缺少必要的环节 ,导人机制不够。我认为所
需要一个导人机制 ,要追求那种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点点导
来。一旦导人进来 ,学生就会很感兴趣 。

3.交流互动不够 。如何鼓励学生提问题 ,如何设计一堂课 ,

何让学生参与进来 ,这方面的重视不够 。         ∷

二、课堂教学中强调个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从宏观上讲 ,是北大如何培养拔尖人才。我到很多重点大
评估的时候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 ,特别希望看到北大的毕业生 |

是事实上人数很少。我把建国后北大培养的学生大概划分了互
时代 :

第一个是改革开放前的时代 ,即 以王选为代表 ,包括西南
的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的一代 。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19ss
培养的院士大概有 130多名 ,全国最多。清华和协和

一
共有 110

人 ,复旦、浙大约有六七十人。可以说老ˉ代学者完成了自己
史使命 ,北大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

第二个时代是 ⒛ 世纪七八 十年代 ,北大有优势 ,但优
显。北本毕业生在美 国当教授的人数最多 ,但优势不明显 。

第三个时代是八九十年代 ,我们 的势头还可以 ,但前
u泡。2oo4年北丿辶自勺亡日巨虱丿

`赉
攵头岜400彐纟A,2005在F头岜500A,2006

黄岜600丿
`,2o07生

F矢岜700彐Ξ丿

`, 
刭页计 2008缡F召》形廴600-7oo At

浮动。

三个时代 ,除第一代还
^fJ以

,剩下的 lllJ代 都有榔于检验。篮
时代的共网规律熳人学时北大的筝广1i胡s羼诎优秀的。是各个地
垠拔尖的阊毕自僵是冲到姣覆·餮们韵人数静蒹鹋少 ,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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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人才就比较钅 r。 从微观 ~IJ},我们做过一个涮查 ,闷学

BQ%洳亻f的 课租不l+t蒽 ,闷题的原囚就在于缺少个性、照本宣

;国 耐我们必须提倡个性教学。我们从小就是应试教育 ,个性和

神没有得到很好 的培养 ,将这都归咎于大学教育本身是不

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紧迫感。作为教学管理人

·戢-苴在思考应该怎样保持个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并在

过租 中体现出来 。我今天的题 目也暗含这样 的思考 ,希望大家

一起思考这样的问题 。

三、我想从理论上概括个性的内容

我认为个性大概包括五方面内容 :

∷1.要保证课堂体系的完整性 。一个课程要包含 7个要素 ,即讲

、互动 (可 以是课后或 网上沟通 )、 专题讨论 、教材 、教学大纲 、参

、考试 。一门课首先应该保证课程的完整性。

1 2.要有一 、两个方面给学生 留下深刻 的印象 ,从多种角度 、多

、多种方法分析一个理论问题 。有一些理科的老师上课时讲

涛歌 ,以诗歌为起点 ,最后回归到理科的专业知识 ,给学生留下

的印象 。无论教授什么课程 的老师 ,都可以在讲清一个理论

的支撑点上 ,讲授一 、两方面 自己有深人思考的内容。

、 3.要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 的热情和创新精神 ,比如有些 老

动性应该得到支持 ,这是必要 的。

4.要尊重学生 、民主平等 、教学相长 ,这是-个正确的理念 。老

照顾小苗一样扶植学生成材 ,要有爱心地经营教育 。

,5。 要通过课堂讨论、小组研讨 、演讲 、辩论等方式进行合作学

”这是北京大学课堂教学重要的一个方面。北大的老师把给学生

.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当作一种荣耀 ,因为我们有最好的学生。

.四 、我的做法

下面我想和大家沟通一下我在课堂教学 中的一些做法 。我从

η0“ 年留校后一直没有离开本科教学,几乎每年都会给本科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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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我 回想 自己留校做教学工作以来 的一些个人做法和体会 ,主要

有十个要素和环节 ,仅供大家参考。

1.充分 了解学生。老师要通过前两次课 向学生说 明想讲 的内

容以及如何讲 的问题 。每门课 ,当上完第二次课后 ,我都会通过发

问卷来 了解学生感兴趣 的内容和对老师设想 的意见 。整理 同学 的

问卷有助于帮助老师 了解学生的想法 ,但同时也应该有 自己的分

析 ,不是学生想听什么就讲什么 ,但必须要知道他们的想法。同时 ,

老师的讲稿也不能一成不变 。有一次我讲课讲到四人帮 ,一个学生

就问我什么是 四人帮。这在以前的教学中都是不需要解释的 ,可是

现在却出现了问题 。于是我意识到年代不 同了 ,讲稿也需要立即调

銮刍 。

2.要有 自然的导人 。我在讲
“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

”
这 门课

时 ,每次课上用 1090分钟讲一个和讲课 内容有关 的故事或案例 ,

做到 自然的导人 。比如讲到 中共 的政治动员时 ,我就先讲《雪 白血

红》中东北 民主联军如何扩军 ,或者通过 以《暴风骤雨》导人后再讲

政治动员。当年林彪带领东北 民主联军进东北时只有十万人 ,刚 出

山海关 时还遭遇炮 弹袭击 马翻人倒 ,3年后人关 时变为 100多万

人 ,把落后的农 民动员进来成为革命分子 ,发生 了天翻地覆 的变

化。这样先讲一个故事 ,再讲理论 ,凭借故事可以 自然导人理论 。

3.每堂课讲清一个理论问题 ,课程一定要有一个整体布局 。一

门课程的布局就好 比一部 电影 ,一个好 的电影有导人 、高潮 、收尾 ,

课程也是这样 。整体布局 中理论部分最为重要 ,我的每次课都要讲

清一个理论 问题 。记得 19“ 年我第一次讲课时 ,课后一个 同学提

出 :19夕 年蒋介石搞经济建设 ,毛 主席捣乱 ,蒋介石经济建设没摘

成 ,毛主席就成功了。我当时对他说 ,你这个问题太原则 了 ,我以后

再 回答你 。课后我就思考应该如何证 明蒋介石那一套改革不能引

导中国走 向光明。后来我看到一篇讨论台湾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 ,

受到启发 ,于是写 了一篇
“
台湾土地改革述评

”
,既 爪 认台湾土地改

革 的成功 ,同 时证 明了为什么蒋介亻f在 人h丨i就 亻(向1进 彳j这种改邓 ()

这门课结束的时候 ,我 专闸川 '牧 睬分析 |刊 J女 llRl党 ″人阝丨i迪 成 人

翮l地楼f变化

"勺

丿丿it}刈 ,将 J1丿 |纟宀 !扭乜ρil讳龇,I 冖↓恪川‘个丨司^产 n∶ l勺

"勺

丿Jf白
·

′
肀('丨 i刈 r̄圮 的 Jlll∶仑l个 罩比较潴蕈的,.戴眚刚 丬介gll卸

1∶酋凵丨嗓的例 阝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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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币H呛 、体 采和亻JI究 ,水 边也
`I丨

不 丫个性 ,片 雨迫求个性顶

众取宠。

4.遇过案例来论证理论观点 ,使课堂效果达到高潮 。现在讲课

变化 ,即婴求案例的完整性。案例的布局和理论观点的布局

的 ,⋯般一门课需要 1o个比较完整的案例。我有 5个最理

例 :笫一个是毛主席的诗词 ,主要讲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基本

:玮=个是美国的新经济 ,通过美 国新经济的过程 ,证明创新

委性 ;笫三个是台湾的土地改革 ,证明土地政策的重要 ;第 四

下隆的《雪白血红》这本书。张正隆是沈阳军区的参谋 ,利用

间废寝忘食地采访老同志 ,用 5年时间写了辽沈东北解放

。这说明了毅力和恒心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第五个案例是

动的过程 。五个案例都有针对性 ,也比较完整 ,对学生都

下面我重点讲一下第一个案例。一般政治发展史讲到 f,o年代

豕思想成熟的时候我总是要讲一下毛泽东。我主要通过Ωb园

首词 的来龙去脉来讲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 。这首词写于

年 1月 ,中共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张 国焘把大部分红军带到南

囡分裂。毛泽东 19箝 年 10月 到达陕北时共有 9千多人 ,和第

氲挈团会和后共有
一

万多人 。1936年 1月 又恰逢陕北几十年不

大雪 ,同时延安又被张学良占领。毛主席住在瓦窑堡的一个小

虽面 ,在散步的时候写了这首词。上半阕写 自然风光 ,下半阕

山如此多娇 ,引 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

人物 ,还看今朝 。
” 在最 困难 的时期依 旧有这样 的一种气

能可贵的。1945年 5月 毛泽东与柳亚子到重庆谈判 ,应柳

求 ,毛泽东把0b园春·雪》抄给了柳亚子。柳亚子看了之

呼三声
“
大作

”
,并回了一首词 。毛叮嘱柳亚子不要传 出去 ,但

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叫来陈布雷问他对Ω心园春 ·雪》的

,一开始 陈布雷不说话 ,后来蒋介石说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嘛 ,

霄说写得气吞 山河 。蒋介石很生气 ,说难道真的没有 问题吗 ?

笛说
“
这首词的思想有问题

”
。蒋介石说发动舆论批判 。于是 国

民党中宣部组织文人发动舆论批判 ,以东鲁词人的笔名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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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日报》发表一首词来批判毛主席 ,⋯ ⋯这首词写得也不错 ,但

格调和毛主席的就没法 比了。郭沫若看后很气愤 ,也写 了一首很不

错 的词 。19狃 年有人给毛主席写信 ,问风流人物是谁 。毛主席 回答

说是无产阶级 ,把这个过程做 了一个 了结 。我把这 四首词作为一个

完整 的案例讲下来 ,目 的在于给学生一种大气 的诗 的感受 ,同 时将

毛主席作为政治家越挫越勇的性格表现 出来 。

5.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 。我在讲
“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

”
一

课时 ,自 己编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小册子 。摘录了

伟人 、大师们有关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论述 的重要段落 ,共涉及三

十多本学生以后必读 的书 目。学生大学学习期间时间有限 ,可 以先

阅读摘录的重要段落 ,以后有时间再 阅读这些 书 目。同时 ,我还让

助教指导学生编写《西方传统文化与 中国政治发展》,探讨西方文

化对 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后学生每人拿到两本参考资料 ,即
“
中国

传统文化与政治发展
”
和

“
西方传统文化与政治发展

”
,对以后 的学

习有很大帮助。动手能力不一定指社会实践或调查 ,因 为考虑到社

会风气和社会环境 的限制 ,到偏远地方进行实践还存在一定安全

问题 ,老师需要利用各种方法启发学生动手去做 ,锻炼学生的动手

台旨,J。

6.让学生充分展示 自我 ,即课堂讨论 。当然 ,课堂讨论前 的充

分准备最为重要 ,如果准备不成熟就宁可不要讨论 。特别对新生 ,

一定要做充分准各后再开展讨论 ,同时讨论过程 中要设计 比较好

的思考题 。

7.课后系统 的准备 :要有一批骨干队伍 ,经常 同学生聊天 ,发

现骨干 ,让他们起带头作用 。我在教学过程 当中养成一个 习惯 ,会

提前半个小时到课堂 ,利用这段时间同学生聊天 。有些对这 门课程

感兴趣 的同学会主动找老师聊天 ,要记住这些 同学 ,让他们成为骨

干 ,在课堂上起带头作用。

8.发挥助教的作用 ,建立沟通系统 。每门课学校都配有助教 ,

我的课聘 了三个助教 ,负 责把学生分成三个班 ,每班大概 2o余人。

每个助教建立 自己的专 门邮箱 ,和同学进行沟逦和拟l南 .,

9.拊t苻好 丨)并进彳j々 闸讲flrl,|I刂 时拊 ″ ‘些冲l吐 艹u"仃亻JI究

的 挠刂l"洮 子j讲解,I我 认 力 饪帅彳κ乐幕自Ⅱ芋′
|气 瞧提 llll· l~R tl⒋ 衣他的 人



崔侉晚详忄赦龄女t杜申t如何衣现个性与特包

雾0,堇视笫 一哦涞和墩后一堂课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一堂课一

心准锊,把这堂课要作为一个经典来讲授。我每次讲第一堂

备好儿天课 ,举什么例子、说明什么理论观点等问题 ,都要

豺窳。我一般在第一堂课上展开讲几个精心考虑的问题 ,即知

职、谰论摸础、政治经验、研究方法等 ,通过这些告诉学生以后

学习。

偎拥我的经验 ,我认为以上这十个办法都比较成功。学生觉得

嗓讲授得比较系统 ,老师具备了起码的责任心 ,想方设法把这

。我认为也是一种个性 。
∷
奴后 ,我想再总结几句 。我 的理念带有一种 中间的性质 ,不要

求个性 ,而要在系统讲授 的过程 中体现个性 ,这包括对北

继承 ,也包括对有些 问题的扬弃。因为我们面对 的是应试

培疥出来的学生 ,可能做不到像五四时期的老师那样有激情 ,

只能走一条中间道路 ,在保证课程体系完整的前提下 ,尽量保证

的个性 。我一般不干涉老师讲课 的内容 ,只干涉教师迟到早

、仃课太多、不负责任等问题 ,也就不存在对个 J眭的扼杀问题。当

,处理这些问题要特别谨慎 ,不能影响老师发挥个性。

圾后一个 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我想把题 目留给大家 ,大家共 同

,即如何从学校和管理 的角度鼓励老师发挥个性 的问题 。这个

搜由于政策性较强 ,涉及很多比较深奥的理论问题 ,我就不多讲

留几分钟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

′ 提问 1:新东方的俞敏洪曾经在北大任教过一段时间。我看到

一个观点说 ,大学里 的老师只要能把学生糊弄住 ,学生满意不

,就万事大吉 了。您对他的观点是什么看法 ?

田答 :我肯定不赞成这个观点 。我个人认为 ,这个 问题 的出发

于要对学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我们 的学生是应试教育培养

,普遍 比较正统 、听话 ,这是最基本 的前提 。仅仅把学生糊弄

不行 的 ,最重要 的还是要提高 ,要发挥他们 的创造精神 。仅把

糊弄住 ,很可能学生就沿着应试教育走下去 ,以后 冲不到最高



楞惋久节
处。我个人是针对的是现在的这些学生 ,也许俞敏洪那个时代学生

有 自己的考虑 ,有一定 的实践经验 。不 同年代 的学生背景也不一

样 ,这是考虑问题 的基本出发点 。

提问 2:学习有所谓认知风格 问题 。学生的个性在您 的教学 中

如何体现 ?

回答 :我并没有涉及学生 的个性 ,而是想通过老师 的个性来影

响学生 ,老师通过潜移默化 的作用对学生起到表率作用 。对于每个

学生的不 同个性 ,这个 问题太复杂 了 ,我们有 限的理性没有办法进

行把握 ,搞不好就会扼杀学生的个性 。我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学生的

个性千万不要过多干涉 ,要顺其 自然 ,老师起带头作用 ,我认为这

就是个性 。比如我们院的学生给我编顺 口溜 ,像我 的 口头语
“
成大

才
”
等等 ,我觉得这样挺好 ,学生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像 so、

90后 的学生 ,个性 比较复杂 ,对于他们上 网聊天等行为 ,老师只要

进行必要引导就可以了 ,尽量避免发生直接冲突。

提 问 3:您刚才提到教学最重要 的是对教学 的重视 问题 ,实际

就是态度问题 ,北大很多老一辈的老师也都有这个观点 。对教学本

身重视的老师才会想方设法去研究教学 ,也会主动 向别人学习。给

人 的感觉是 ω 、⒛ 年代 以前 的老师普遍对教学 比较重视 ,形成 了

各种各样的个性 。现在 由于各种原 因 ,对教学 的重视程度下降 ,有

一部分老师对教学工作 比较忽视 。请 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状 ,以及

有没有 比较好的措施来解决 ?

回答 :这个 问题 比较复杂 。 目前我们只能呼吁 ,通过政策导 向

来重视教学 。我个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发扬传统。一个

学校的传统是很难改变的 ,北大的传统是重视本科教学 ,这个传统

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发扬 。您说 的普遍现象 ,应该是整个社会都存在

的现象 ,只能通过政策导 向、说服教育 、发扬传统来改变 ,没有太好

的解决办法 。坦 白说我认为这一
`点

北大在全 国各高校做得 比较好 ·

比如今天这个论坛 ,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发扬 、论证教学工作 的神

圣 ,也为大家提供 了
一

个交流思考 的平 台。

今天就到这里吧。欢迎大家涞后 lj我册绒 灾浙j有 Vt‘ )丨
l∫ 次感谢

大家米 X氵 丨:今 大的讠J⒈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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