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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做伴好读书
■冷玉斌

今年寒假来得有点晚，2月10日
才算开始， 我的阅读来得更晚，10日
之后接着参加两项研修，听讲座、做研
讨、编简报。 真正翻开书来，已经正月
里来是新年。

正月初一
放假前接一项任务， 下学期要与

一些中学生朋友聊“读书”，所以，这个
春假的阅读首先是对“阅读”的阅读。
张新颖先生薄薄的《读书这么好的事》
又被翻出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给中
学生找一本谈论读书这件事的美好读
物，这一册乃必选。张先生在后来的版
本中有一段“致敬”：

这本小书篇幅不大，按比例来说，
引用的文字却不算少。我想，这不仅仅
是一种写作方式， 一种在已经存在的
书中、 从其他人那里寻找自己的认同
的情趣。 比这种情趣更重要的是一种
致敬的方式：向读过的书、向那些书的
作者致敬。

接下任务需要备课时， 立即想到
这本小书，张先生话题组织得好，引文
安排得妥帖， 总是恰到妙处， 多回重
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心之所念，
无他，“读书这么好的事”。要是能像他
这样， 让中学生在我的讲述中感受到
读书的情趣， 并且认识到读书本身就
是与书对话、与作者对话、与更多书后
的读者对话，把种子留在身上，功莫大
焉———说起来，张先生是我极佩服、极
喜欢的学者，《沈从文的后半生》 去年
暑假购得，一气读完，感慨万千。 他的
著作往往都能“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
的宇宙”。 适此新春，向张先生致敬！

这天早上，引宋人毛滂词《玉楼春
己卯岁元日》予友朋贺年：

一年滴尽莲花漏， 碧井酴酥沉冻
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 柏叶椒花芬翠
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手边功课尚有郝明义的《越读
者》、 唐诺的《阅读的故事》、《读者时

代》……均为重读，正是“醉乡深处少
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善哉，善哉。

正月初二
年前培训，导师推荐阅读《中国古

代语文教育史》一书。 初二这天，正翻
到书末《教童子法》一节，于是找出电
脑里《教童子法》一文。 该篇为清人王
筠指导小学识字、写字、读书、作文、作
诗方法的论文，确实有很多通达之处，
对当下语文教育教学仍有指导意义。
拈一则谈作文指导的：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蹄跳
咆嗥， 不受羁绊， 久之必自厌而收束
矣。 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 且弟
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
不可督责之。 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
则文境必大进。

作文要知道“脱换”的道理，要学
会“脱换”的方法，很有见地，今天的作
文教学还是很能借鉴的。

《教童子法》最难能可贵处，是在
那个时代就明确提出“学生是人”，亦
强调因材施教：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
其参天蔽日，其大木可为栋梁，即其小
枝，亦可为小器具。 今之教者，欲其为
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
成的，不是生成底。 迨其生机不遂，而
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

“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 ”呜呼，其果
无罪耶！？

这一番话， 难道不值得我们咀嚼
且警省？

还有“连号法”、“步步着实”、“约
取实得”、“必须使有空闲” 等说法，都
是很有效的语文教学（学习）法，难怪
时人谓王筠“不得不为善教者”，而今
人欲求善教，还是应该向古人多请教。
读到这里倒想起上学期期末所读左方
先生的《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
其中提到他向黄文俞先生请教报纸该
如何改版， 黄先生答曰：“你倒回去就
行了嘛。 ”“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新闻
进步传统中去， 我们中国本来有很优
秀的新闻传统……你的任务是要跟我

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接轨。 ”
捧着厚厚一册《中国古代语文教

育史》， 心想，“观今宜鉴古”， 不唯办
报， 语文教育也应有这样的意识与行
动，倒回去看一看、想一想、学一学。

正月初三
想到《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干

脆拣出来重读。 左先生晚年回忆北大
读书经历，一再说自己受到了“良好的
教育”，尤其几位大师的教学，深深留
存在他的心里：

冯友兰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他们两
人的授课方法很有特点。 冯友兰先生
发给我们讲义， 他在讲堂上是慢条斯
理在那里读讲义。 读了若干段后他就
离开讲义发挥一段， 然后再念一段又
发挥一段， 往往他发挥的这一段内容
是最精彩的……朱光潜先生讲课更特
别， 他要求每个学生在课前要先读他
的讲义，第一节课他是提问，大概每节
课会提问五六个学生， 到第二节课他
就总结学生的发言，表面是作总结，所
讲内容却非常精彩，是讲义上没有的。

在左方先生看来，“这两位大师，
他们这种特殊的教学方法， 是用来应

付教育提纲的限制， 用这种讲授方法把
真知识传授给学生”。 我还另有所思，除
了方法运用的目的，两种“方法”（形式）
不同也别有意趣， 一者神似中国传统教
育的“读经”指导，一者神似苏格拉底“产
婆术”。朱先生引导学生对讲义进行推敲
很有思辨味道，近乎原典“精读”。

另有一处， 则可看出大师对教学一
事之细谨与重视，说的是吴组缃先生，因
为左先生是班长， 曾去吴先生家中反映
同学听课意见， 看到先生家中书架上有
很多档案：

他是教中国古代小说史的， 每部古
代小说名著都有多个讲义档案， 上面写
有年份， 我问档案内的讲义都是重写的
吗？ 他说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对作品研
究的深度有所不同， 社会上对作品的研
究也有许多新成果， 加上每学期的学生
素质不完全一样，要因材施教，所以要重
新写讲义。

一读之下， 我这个小学语文老师已
是大感汗颜。而且还没完，左先生将吴先
生有关《聊斋志异》 的教学档案都借回
去，结果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不照旧讲
义抄的，讲义的结构和内容都不同，而且
笔迹都很工整。

左先生晚年口述至此， 由衷感叹：
“吴组缃老师这种治学精神让我肃然起
敬， 我想只有这一代宗师才会对学生这
样负责任。 ”

薪尽火传， 如今的我们从“一代宗
师” 们身上要学习的最宝贵的就是这些

“治学精神”与“负责任”吧。

正月初四
收到何伟俊老师相赠《论语里住着

的孔子》一书，他历时两年的《论语》讲
座，到这一刻也是一个圆满。

书出版之前， 就帮何老师看过书
稿， 作为一位普通教师， 这本 《论语》
阅读笔记， 解读上未必蹊径独辟， 但他
本着一颗教育者的心灵， 嚼饭哺人， 带
读者走进孔子老师的课堂， 听课， 也评
课， 这就有意思了， 况且， 何老师一路
走来， 自身多有修习之乐， 他努力将这
快意与乐趣传达出来， 让我们与“论语
里住着的孔子” 一起想想事、 聊聊天、
过过日子。

大年初四，一边读读《论语》，一边翻
翻何老师的笔记，慢慢地，我也略微有些

“论语里住着”的味道，陶然而读，乐而不
返。

正月初五
午间，在“澎湃新闻”上读到两篇好文

章，一篇是毛尖、傅月庵对谈“读书”，另一
篇是万圣书园老板娘醒客张的日记《万圣
十四年排行榜前十（2001-2014）》。

单说前一篇，两位资深读书人在对谈
中金句不断。 傅先生最后说，读书，讲穿
了，就像他俩的对话，测不准———“若能跟
作者对话，开始时重点也许是这个，可聊
着聊着，很可能就岔出连你自己都想象不
出来的精彩道路来，行行复行行，山阴道
上应接不暇，那是读书的理想状态，快乐
得不得了。《水浒传》序言里说：‘快意之事
莫如友，快友之事莫如谈。 ’书是朋友，痛
快的朋友、让人有快感的朋友，都是聊出
来的，作为一名读者，你得跟作者‘对话’，
可千万别‘听话’，俯首听他‘训话’了”。

连着好几天读书， 本就快意之事，陡
然再听傅先生这么一总结，嘿，“快乐得不
得了”。

正月初六
继续读杜威的《民主与教育》（薛绚译

本），并与友人交流心得。《教育即成长》一
节讲到对孩子未成熟状态的尊重，杜威引
了爱默生的话，这种尊重“要求老师同时
大量付出时间、心思、生活。 这需要时间、
习用、洞察、实事，以及上帝的所有教诲与
帮助；仅仅心存要用这法子之念，就显出
个性与深度”。

合上书页，沉吟良久。 书桌上还散落
着一摞已翻、 未翻的，《必须冒犯观众》、
《阅读整理学》、《异教徒》、《摩托车修理店
未来工作哲学》、《幽僻处可有人行》、《人
物速写》……蓦地记起山本玄绛禅师于龙
泽寺讲经，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
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
是你自己。”

“新春做伴好读书， 只与东君偏故
旧”，想来，区区小可，书乡蹉跎，所求之事
无非若此，就是“唤出其中的人来”，那个
人，当然就是我自己啦。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语文教师）

———乙未正月阅读随札

新春特辑·书房篇

时间回到2013年9月1日这一天 ， 一
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江苏省南京市大厂
高级中学传出。 王飞校长在全校扩建工
程典礼上郑重地宣布： “不久， 一座现
代化校园将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我们深
知教育现代化， 需要大楼， 更需要大师
与大爱。 为此， 全体大中人将齐心协力、
加倍努力， 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让校园
的新大厦与大师、 大爱有机结合， 让大
厂高级中学成为传播知识、 传递爱心的
乐土， 成为学生向往、 家长满意、 社会
认可的现代化精品高级中学 ”。 时至今
日， 这段激励人心的话语仍时时萦绕在
大中全体师生的耳畔……

于是， 探索、 寻觅、 挖掘南京市大
厂高级中学创新 “大楼·大师·大爱” 的
特色教育， 也就从这里开始———

大 楼———
教育发展的硬实力 优质教育的助推器

2014年初秋的一天 ， 对于大厂高级
中学数以千计的师生来说， 这一天终究
要载入学校的发展史册。 这是因为大厂
高级中学新大楼落成。 这一天， 上级领
导来了， 学生家长来了， 就连离退休教
师代表也来了； 这一天， 师生们欢呼雀
跃， 领导们喜上眉梢， 他们共同见证着
大厂高级中学以崭新的雄姿展示在人们
的面前。

回想大厂高中走过的近十个春秋， 既
为之感慨又为之感动。 感慨的是： 十年
间， 学校基本建设日新月异， 一步一个台
阶旧貌换新颜， 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
感动人们的是： 学校的每一步变化都凝聚
着市里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倾情支持与厚
爱， 凝聚着全校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
力， 凝聚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心与呵
护。 回顾学校的变迁， 王飞校长感慨颇
深， 他介绍说， 2006年学校启动校园工程
建设， 从人们最关心的学生安全问题着
手， 对食堂和学生宿舍进行了改建扩建；
2008年学校 “尚美楼” 落成； 2011年现代
化的运动场建成； 2013年又完成了学校地
下通道建设 ； 到2014年学校新大楼———
“求真楼” 矗立在了人们的面前。 至此，
一所全新的现代化学校犹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在金陵古城冉冉升起， 也标志着大厂高

级中学以雄厚的办学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 为培养德智体美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搭
建了广阔的舞台。

尤其是学校的全新发展体现了学校
的硬实力， 也体现了政府对学校发展的
高度重视。 十年间， 学校一路走来， 有
艰辛、 有智慧、 有感动， 更有数不清的
收获。 这里激荡着大中人滚烫的热情与
梦想， 这里凝聚着上级领导一如既往的
鼎力支撑。 例如： “求真楼” 的交付使
用， 仅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
人们站在大楼前， 看到老师和学子们在
宽敞明亮、 清清爽爽的新环境里安安静
静地工作学习， 令大中人非常欣慰与欢
欣鼓舞 。 正像有关领导 、 专家 、 校友 、
家长评述的那样， 大厂高级中学的新变
化， 更大气、 更合理、 更富有时代气息。
许多人这样说：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四
星级高中的现代化校园”。

走进大厂高级中学， 遥看鳞次栉比
的楼宇， 与校园的整体布局、 优美环境相
得益彰， 美不胜收。 整个校园的主体建筑
可概括为 “三楼两馆一中心”。 置身校园
中， 悠然见南山； 每日进校门， 举目楼存
善。 开门见山预示着大中人雄浑的气魄、
孜孜存善， 尽显大中人不变的追求。 “三
大楼宇” 中 “求真、 存善、 尚美” 的命
名， 诠释了这所学校 “三足鼎立” 的校
训。 用丰子恺先生的话说： 圆满的人格就
像一个 “鼎” 的三足。 对一个人而言， 美
是皮肉， 善是经脉， 真是骨骼。 这三者支
撑起了 “大写的中国人”。

解读它的真谛， 一届
师生 ， 三年守望 。 高一 、
高二阶段， 一路 “求真”；
高三师生同心、 存善铸梦。
来到 “尚美楼”， 乐苑、 画
苑 、 书苑及社团活动室 ，
应有尽有。 这里是师生发
展兴趣、 展示才情无限广
阔的舞台。 两馆为体育馆
和图书馆， 前者动， 后者
静； 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
动静相依， 文武并举。 走
进 “一中心”， 这里又囊括

了食堂与宿舍。 广大学子在这里食宿既有安
全保障， 又可学业无忧。 穿越一条40多米长
的过街通道， 这种建筑形式在其他学校中并
不多见， 由地下悄然通过， 不张扬 、 不浮
夸、 接地气； 宽敞牢固， 安全便捷。 特别是
红绿相间、 色彩明快的运动场， 它与秀丽的
太子山、 宽阔的市民广场比邻而居， 既融入
群众之中， 又备受百姓呵护。 白天它是学子
们挥洒汗水、 强健体魄的营地； 晚上变成了
方便周边群众无偿的乐园。 环顾四周， 运动
场与学校主教学区自然分开， 而地下通道又
将二者紧密相连， 恰如中国书法中的行草
“映带” 那样， 连绵不断， 气脉相属……

这就是大厂高级中学匠心独具的美丽校
园。 如今， 在这所园林化校园中， 洋溢着人
文气息， 达到了使用功能、 审美功能和教育
功能的和谐统一， 学校成为了广大学生求知
的乐园和师生共进的家园。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 这里的教学条件与全市、 全省乃至全国
一流的高中几乎没有差距。 她为数以千计的
学子缔造了幸福、 创设了一片茁壮成长的发
展晴空……

大 师———
人才培养的雕塑师 学子成长的引领者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位于长江之滨、 太
子山下。 学校前身为南化一中和大厂中学。
大厂中学创建于1956年， 是江苏省首批重点
高中， 2003年原南钢中学高中部并入大厂中
学。 2005年在 “整合优质资源， 谋求品位提
升” 的思想指导下， 南化一中和大厂中学组
建成大厂高级中学， 2010年通过江苏省四星
级高中评估验收。 有着60年办学历史的大厂
高级中学， 文化底蕴深厚， 学风纯正， 社会
美誉度高。 可以说， 半个世纪的筚路蓝缕，
一代代教师 “博学、 善教、 笃行”， 延续着
“求真、 存善、 尚美” 的文化血脉； 一代代
学子 “乐学、 善思、 合作、 进取”， 抒写着
大厂高中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瞬间。 60年间，
学校桃李芬芳人才辈出， 数以千计的精英遍
布海内外。 这里不仅有中国最年轻的工程院
院士之一， 也有站在岩土科研领域的博士，
还有活跃在各个行业的精英和一大批优秀人
才……

孟子曰： “所谓故国者， 非谓有乔木之
谓也， 有世臣之谓也。”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
真正的魂魄并不在于有多少大楼， 而在于大
师。 大师是办学的根基， 好教师是学校发展
中最核心的力量。 大厂高级中学认为， 只要
拥有一流的教学条件， 就没有不争一流的理
由。 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教师就
是奠基者。 有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教育。
因此说，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教
师的知识和业务水平决定着教育的质量高
低。 对此， 王飞校长深有感触地说： “想给
学生一杯水， 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 这就
要求作为大中的教师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广
泛的兴趣， 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和独特的教
学艺术， 具有出色的教学效果和对教育教学
的深入研究。 作为教师只有 “居高”， 才能
“临下”； 只有 “深入”， 才能 “浅出”； 只有
“厚积”， 才能 “薄发”， 只有 “梦想”， 才能
“放飞”。

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厂高级中学大师辈
出， 一批优秀教师成为了后来的科学家、 作
家、 艺术家、 工程师、 大学教授以及领导
者， 更多的成为了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大
厂高级中学正是有这样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教
师团队， 才使得学校的教育质量在江北地区
首屈一指， 培育出了一代代栋梁之材。 尤其
是近十年来， 学校继承优良传统， 通过 “青
蓝工程”、 “教师大讲坛”、 “名师工作室”、
“教师个人发展规划” 以及 “请进来， 派出
去” 等创新举措，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形成了一大批名特优教师。 他们当中有特级
教师、 全国优秀老师； 也有南京市学科带头
人、 市优秀青年教师、 区学科带头人……目
前， 学校高级教师78人， 中级教师60人， 具
有硕士学历与学位教师达全校教师总数
30%， 全校三分之二的学科都有区级及以上
的学科带头人。 正是这批优秀的师资队伍，
他们奋战在教育教学的各个领域， 为学校的
创新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用王飞校长的话说， 真正的 “大师” 不
仅仅是拥有一些头衔的人， 他永远都不会是
站在 “神坛” 上的那个人。 而是站在三尺讲
台上， 笑而不言地安静地将生命悄悄融入每
一个新的生命中， 点亮每一名学子的青春之
光、 生命之光的那个人。 他们或许孜孜以求

， 或许沉默寡言， 或许犀利幽默， 或许稳重
深厚， 或许默默无闻， 或许无私奉献……但
是， 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 都始终如一地秉
持着 “传道、 授业、 解惑” 的天职。 他们用
学识、 用人格塑造着一代又一代新人； 让学
生的生命之光、 青春之光承载着未来的希冀，
抒写着完美的人生画卷。 而作为大厂高级中
学的老师们， 就是那个提供纸笔的人……

大 爱———
灵魂工程的孵化器 立德树人的播种机

“大楼为体、 大师为根、 大爱为魂， 大
爱， 才是教育的本源”； “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 大爱， 才是推动教育创新的动力之源”。
这句出自 《大楼大师与大爱》 一文中的这番
话， 给大厂高级中学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学
校清醒地认识到， 大楼是一种物质形态， 大
师是一种办学根基， 而大爱是一种生生不息
的精神， 它能让大楼灵动、 让大师璀璨， 让
更多的人精神纯粹、 灵魂涤荡。 作为一所学
校只有有了大爱的教育 ,才是真正的、 有灵
魂的教育。

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话说， “真的教育是
心心相印的活动， 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 才
能打动心灵深处”。 在大厂高级中学， 我们
欣喜地看到： 教师们为了学生的成长， 一次
又一次地谈心， 一次又一次地家访， 一次又
一次作业面批， 一次又一次地无私辅导， 一
次又一次地捐助……在这所学校， 爱心成就
了梦想， 爱心传递着希望， 爱心给予了力
量， 爱心铸就了辉煌。 有道是： 大爱无声、
大爱无疆； 一代学子， 展翅翱翔。

正是这种大爱的育人情怀， 使大厂高级
中学的教育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连续多
年获南京市高中发展性评估综合奖、 优秀奖
和管理奖， 学校多元办学特色日臻鲜明。 “让
每一个学生享受适合的教育”、“为师生共成长
搭建立交桥” 成为了学校一种新的时尚；“大
爱” 成就了学生、 成就了学校、 成就了教师，
也成就了今天力以呼唤的本然教育。

如今， 大厂高级中学又依托现代工业文
明基地， 吸纳现代工业文明高标准、 高效率
的科学之真， 融汇以现代教育人本化、 多元
性的人文之善，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气

质。 这种特色可概括为： “以人为本， 多元
发展， 做大写的中国人” 的办学理念； “求
真、 存善、 尚美” 的校训； “多元发展” 的
办学方向； “谦逊、 自信、 和谐、 上进” 的
校风； “乐学、 善思、 合作、 进取” 的学风
和 “博学、 善教、 笃行” 的教风。 学校先后
荣膺 “江苏省模范学校、 省德育先进学校、
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省绿色学校、 南
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南京现代化示范学
校、 南京市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教
学实践基地” 等多项荣誉称号； 走出了一条
饮誉金陵、 享誉全国的特色发展道路。

目前，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正以博大的
胸襟、 面向未来的气度， 朝着大气、 大智、 大
爱的 “大写的中国人” 的办学方向进发……

党和国家在教育发展纲要中指出： “百
年大计， 教育为本。 教育是民族振兴、 社会
进步的基石， 是提高国民素质、 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 从江苏省南京大厂高级中学
的经验中不难看出： 他们将 “十八大” 提出
的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发展战略落
到了实处。 作为全国高中教育应将发展的触
角伸向哪里？ 大厂高级中学站在历史与未来
的发展高度， 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 突出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提出的 “教育是
民族振兴的基石” 的核心内涵。 尤其是学校
确立的 “以人为本、 多元发展、 做大写的中
国人” 的办学理念， 形成了 “文科领先、 多
元发展” 的办学特色， 打造出了区域发展的
特色教育品牌。

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在发展中之所以取
得显著成就， 原因就在于： “一所好的学校
需要一个好的领导集体， 一个好的领导集体
一定能打造出一所好的学校” 的深刻内涵。
一是学校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离不开当地
党委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是离不开教育
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撑；
三是离不开学校开拓、 创新、 务实、 勤政型
领导集体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使之
成为了一所独具魅力的特色学校。 是他们为
江苏省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 也为全国同类学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成功的示范。 （刘 胜 郭小梅）

大楼·大师·大爱
———江苏省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创新发展纪实

� 大厂高级中学的学生为获得 “学生心目中的魅
力教师” 颁奖

� 大厂高级中学学生社团气象兴趣
小组在做观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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