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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臧克家的诗，《老马》，写
得好。好在哪里？好在最后一
句，“眼前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
头望望前面”。这首诗主题很沉
重，但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它又
很轻盈，“飘来一道鞭影”。这一
轻盈一沉重的反差，就是人生百
味：好多苦难来临的时候，根本没
那么多铺垫，倏忽一下就来了。
然后怎么办？有人一蹶不振，有
人则是默默承受，跟那匹老马一
样，也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抬
起头望望前面”，但是这一抬一
望，对苦难的态度就出来了：倔
强，绝不屈服。

霍懋征就恰如这匹老马。
她有两次毫无准备的丧女丧

子之痛。一次是 1962 年，她这边
还在上课，22 岁的二女儿在医院
病逝，赶到医院，只见到女儿的遗
体。一次是“文革”中，她被打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
斗关押，监督劳动。有一天工宣
队通知她可以回家看看，她还挺
高 兴 ，心 想 终 于 能 看 到 孩 子 们
了。结果一到家门口，看到的却
是 13 岁的儿子赵鸣躺在血泊中，
已经死去，旁边站着被吓傻的 15
岁的女儿，屋子里被抄家者翻得
乱七八糟。后来听说，她的儿子

是红卫兵用那著名的带放血槽的
三棱军刺扎死的，而且到现在，霍
懋征都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凶手
是谁，也没有查出来。

一般人几年之内接二连三遇
到这样的重大打击，恐怕早已不
干 了 。 人 生 负 我 ，我 何 不 负 人
生？《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里面
的公安厅长祁同伟说是向比自己
大十岁的省政法委书记之女梁璐
一跪之下，从此心硬如石，一心为
己，还有好多观众对此抱以同情，
喊出“理解万岁”，足见这样的人
生观绝不缺市场。

但霍懋征的精神就在这时候
凸现出来了。儿子惨死，她当然
悲痛，但是悲痛之外，她想到的却
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
些思想畸形、行为扭曲的学生。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共产主义接
班人？难道将来社会上就充斥着
这样的人？其他人可以眼睛一闭
当鸵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
春夏与秋冬”。但她不行。她还
有个身份呢：她是教师，人民教
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的
灵魂出问题了，她不管，行吗？

所以这位北师大数学系毕业
的高材生，此时暗暗做出一个决
定，如果有朝一日还能重返讲台，

她一定改教语文，因为语文是载
道之学，是人文之学，是塑造人类
之学。

我们说一个人伟大，肯定不
会是说她时时刻刻都伟大。赵丽
蓉有个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
侯耀文扮演的电视台导演，让赵丽
蓉从早上起床、买菜、带小孙子，各
个场景里都要表现出英雄母亲的

“英雄”一面，把老太太折腾得够
呛。从一生的尺度衡量，一个人的
伟大，往往就是一两个决定性瞬间
的事。赵丽蓉最后装病，把导演轰
走了，这一刻她真的变成了英雄母
亲，因为她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虚假
宣传宣战了。霍懋征呢，在儿子被
杀那个关键的时刻，她没有想她自
己怎么办，她想的是天下的学生
怎么办，想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怎么办，而且最后她真的为此付
出了全部余生。她就是一个小学
教师，但是她的灵魂，比很多达官
显贵都要高尚、纯洁。

有了这样的伟大，接下来的
一切就顺理成章了。1978 年 4
月，她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牛
棚”生活，重新回到了北京实验二
小。那时组织要安排她做校长，
但她不干，她就要到教学第一线，
践行自己的誓言。后来她还是妥

协了一点，接手了一个副校长，但
是同时担任了一个班的语文教学
改革实验工作。

她上了语文课的讲台，第一
件事就是要在语文教学中强调

“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其实没什
么稀奇，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传
统就是两个，言志，载道。但是那
时候的语文教育已经跑偏了，强
调的是语言的工具性，强调的是

“双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教
育，什么言志、载道，统统不要，那
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1979年
霍懋征在长春吉林师大附中，参
加了一个全国 23 省市中学语文
教学的会议。会议上的主流观点
就是前面说的那些东西。霍懋征
觉得不行，就站出来反对：“语文
课必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不
是外加的什么任务，而是文与道
的统一。”与会代表就将她的军，
你说得头头是道，不如你给我们
上个示范课吧。

这一上，就上出了一堂中国
语文教学史上很著名的课，《毛岸
英在狱中》。课文很简单，讲的是
8 岁的毛岸英和杨开慧在狱中的
故事。霍懋征在课上提问：“毛岸
英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底下坐的
小学生，有的说为了实现共产主

义，有的说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
要解放全人类。这一看就是套
话，小学生去说这种大人们才会
说的套话，把小孩子教成这样的
老师应该红脸，出汗。霍懋征也
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她就带着学
生们一遍遍读课文，尤其是抓住
一个关键段落，“岸英亲眼看到妈
妈多次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
血直流，却宁死不屈。他牢记妈
妈的嘱咐，什么也不对敌人说”，
她一遍遍启发学生们感悟“多次”
这个词的含义，最后，学生们终于
明白了是妈妈的榜样，使毛岸英
有了战胜敌人的勇气。

这堂课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
当明白了刚才那一点后，所有孩子
都热泪盈眶。因为他们都代入进
去了，都把自己当成了8岁的毛岸
英。一个8岁的孩子，或者说一群
小学生，懂什么共产主义，懂什么
解放全人类？但他们懂自己的妈
妈，懂得爱妈妈，懂得憎恶伤害自
己妈妈的人，懂得听妈妈的话，学
习妈妈的榜样。潘冬子也不是一
下就走上革命道路的，那是负伤
的爸爸把麻药让给战友熏陶了
他，是掩护乡亲转移牺牲在胡汉
三的大火中的妈妈教育了他。

文以载道，道不是用文字吆

喝出来的，是精心排列、遣词造句
的文章按逻辑演进，到了那一句
话、那一个词，自然而然流淌出来
的。霍懋征为什么能注意到那个

“多次”，为什么能在语文教学上
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她
既有生活的情怀，又有语文教学
的技巧，是真正懂语文教育的人。

说到这里，霍懋征生命的底
色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爱，是大
爱。她的爱，不仅是对孩子的爱，
更是对人类的爱。因为有这样的
大爱，苦难便打不垮她，反而在她
心里浇灌出最美的花朵；她便能
俯下身子，甩开一切条条框框，去
理解最微弱个体的最真实心跳。
她追求了一辈子文以载道，到后
来，她自己便是“人以载道”，她代
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后来
者从她身上，能汲取到无穷无尽
的精神力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包括国家
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都称霍懋
征为“国宝”。那些同情祁同伟的
人，只看到他被权力玩转的人生，
便似乎可以接受他沉沦的理由。
但是别忘了，支撑起一个人的，血
肉之外，还有骨头，只要这把骨头
是硬的，他就不会活成行尸走
肉，就不会空有一副皮囊。

国宝霍懋征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袁运开的书房，内设简单而
朴素。

他喜爱书法、绘画，书桌上
整齐摆着文房四宝。房间里的柜
子里和地上，满满的都是书。

清心寡念，善气迎人。“来看
过书房的人，都感慨于他生活的
简单、不追求物质的淡薄。在上
海，这算得上‘陋室’。”袁运开
的女儿袁芸说，“他一心扑在了学
校和教育事业上，华东师范大学
是他奉献一生心血的地方。”

2017年4月12日，袁运开走
了，离开了他喜爱徜徉其中的丽
娃校园和终生眷恋的教育事业。

袁运开，中国自然科学史与自
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原校
长、教授。

他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物理学

史和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致力于探究高等教育特别是高
等师范教育办学规律、人才培养规
律。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
之际走上华东师大领导岗位，砥砺
前行 14 载，为学校改革与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

华东师大原党委副书记吴铎
与袁运开在领导班子里共事过八
九年，在他眼里，“袁校长为人谦
和，做事有干劲，改革有力度”。

1951 年从浙大毕业后，袁运
开被分配到华东师大。他是华东
师大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见证
者。他来时，物理系正处在新建阶
段，包括袁运开在内当时一共只有
7名教师。

从 1955 年开始，袁运开跟随
冯契教授学习了两年左右哲学。
这段经历为袁运开之后研究自然

辩证法打下了基础。1962 年，学
校派袁运开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
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进修班，这之
后，他的专业研究方向完全转向。
从中国人民大学回来后，他就开始
教授自然辩证法、物理学史这类课
程。

工作几十年来，袁运开换过几
次专业方向，经历过多个不同性质
的岗位转换。“每改变一下位置，我
总是兢兢业业于新的事业，全身心
地投入其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新
的努力方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
成绩，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或者从事
什么专业工作，我都能做到‘干一
行、爱一行’，努力实现自己的工作
目标，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
务。”袁运开生前曾谦逊地说。

这一生，袁运开在理论物理、
物理学史和自然辩证法领域，从事

着他热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主编的《物理学
史讲义——中国古代部分》，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古代物理
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进行了
系统总结，所提创造性见解填补
了我国物理学史研究的诸多空
白；主持编写的 《科学·技术·
社会辞典》 获第三次全国教育图
书一等奖。

1994 年底，袁运开退休。之
后，他仍坚持为学校的教师教
育、国家和上海市的普通教育做
着在他看来一些“具体”“琐碎”
的工作，包括课题研究、教材编
写、鉴定论证等。“他常这样说，
只要还能做一点工作，就决不会
推辞，尽管作用有限，还是愿意
多出一份力、多发一丝光。”袁芸
说。

一生倾情教育，工龄与华东师大同龄

袁运开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
学校的领导岗位，肩负起学校改革
发展的重任，提出了“扩大、提高、
开放”的学校建设具体设想，为把
华东师大建设成一流的高等学府
做出了不懈努力。

改革的动力源于袁运开长期
关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
育，以及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通过比较中美一流大学，在高等
师范教育的体制、办学方向、师资
培养、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学科教
育，以及中小学教育学生质量目标
和课程、教材改革等方面开展了深
入研究。

吴铎说，袁运开的两个重要想
法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一个是要
发挥重点师范大学的优势和长处，多
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为国家多培
养人才。另一个就是要建立成人教
育学院和教育管理学院，让已经在职
的人员也有机会得到提高。

“‘加深内涵，扩大外延’，推动
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在师范院
校人才培养上，袁运开的宗旨是“强
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培养出
在某一学科具有较高造诣的教育
家。在他看来，师范院校的教师，可
以不是各个学科只围绕教育进行研
究，其他“高、精、尖”的研究都可以

做，否则业务水平难以提高。
袁运开认为应“变”的还有师范

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不能只针对
中学里的一些基础课程，这样无法
打开学生视野。他提出“专业学科
建设要深化内涵，扩大外延”的理
念，深化内涵就是要提高专业教学
质量与学术水平，扩大外延就是说
专业涵盖面要扩大，要增设新的专
业，培养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

在这个基础上，华东师大很多
新的专业和研究型实验室逐步建
立起来了，为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
打下初步基础。

梳理华东师大的发展脉络，在

袁运开看来，改革开放以后，学校
在逐步从师范性大学向综合性大
学转变，成为以教育学科为特色、
文理学科为基础、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

袁运开曾说，学科分出来的过
程，就是华东师大学科变化最大的
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可
供学生选择的学科面扩大了，开阔
了学生的视野。当时开设第二专
业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辅修专
业的设置可以使学生的知识面宽
一点，将来就业机会也多一些。
毕业以后拿双学位，对学生们的
发展前景更有利。

“加深内涵，扩大外延”，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并举

“老校长是我人生道路上的
‘救星’。”华东师大 1987 届博士
毕业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教授杜杰惊闻袁运开老校长逝
世，心情就再也无法平静，心里
那些沉睡了几十年的旧事一一被
激活。

1987 年秋，经过本科、研究
生阶段的 10 年学习，杜杰获得理
学博士学位，拿到了华东师大带
有袁运开签名的第九号博士学位
证书。“这是袁校长在我的证书上
的第一次签字。第二年的春天我
被聘为讲师，聘书上面又有袁校
长的签字。”

“袁校长为我第三次签字很不
寻常。”1988年4月底，杜杰获悉
他拿到资助，被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录用，可以去做访问学者。作
为一名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
杜杰深知当时的出国留学政策较
为严格，觉得“大概走不了”，之
后陷入无限的遗憾之中。

谁知，几周后的一天，杜杰
被告知“准备出国吧，校长签字
特批了！”

如今，杜杰已成为华东师大
的一张海外“名片”。他始终感激
袁运开老校长对青年教师的竭力
帮助和扶持，感恩于老校长卓著
的远见和胆识成就了他。

杜杰的成功出国深造得益于
袁运开的青年教师人才培养战
略。在袁运开看来，办优质的高
等教育，除了加强学校学科建
设，还要“走出去”，推进国际合
作与交流，培养优质师资队伍。

在一份学校的文献资料中，
记者看到了袁运开开展国际交流
的一个迫切原因：当时，华东师

大的师资力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
情况，老教授多数已经 60 多岁，
中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亟待提高。
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养有国
际视野的师资队伍，一定要扩大
国际交流合作。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通过
校际交流，学校先后选送一批教
师去国外进修，也有少数教师取
得奖学金资助出国深造。当时教
师进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
教师的英语都不太好，很多人以
前学的是俄语。学校为此专门建
了一个外语培训中心，组织教师
进修半年英语，有计划、有目的
地选派教师出国深造。

吴铎介绍说，1978年至1991
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及校
际交流合作条件，共向 23 个国家
和地区派出半年以上留学的教
师，约占教师队伍的29%。“这一
举措对学校整体教师队伍和教师
梯队的建设，教学、科研的发展
和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都产生
了很大推动作用。”

为激励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
而出，袁运开千方百计出新招：
发挥老一辈专家学者传帮带的作
用，通过给老教师配备助手的方
式，请老教师指导一些课程的教
学或学科的研究。很快，有些教
研室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构成合
理的学术梯队。

袁运开还设立教学优秀奖评
选制度，表彰在提高教学质量、
教书育人方面做出优异成绩的教
师；设立“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扶持中青年优秀学术著作
的出版。除此之外，袁运开在专
业技术职务评职中，打破论资排

辈，破格提升优秀中青年教师。
1986 年初，学校在全国重点高校
中率先评聘了年仅 34 岁的郑伟安
和肖刚两位教授，在国内引起较
大反响。此后，学校先后评聘了
65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副教授。

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袁
运开曾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进修，“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看看
有哪些经验和优点可以被我们吸
收利用”。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报
告，详细阐明了他们的长处，包
括课程设置、学校管理以及学科
研究工作、文化设施等。

作为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如
果用一句话表述对未来华东师大
的展望，袁运开期望会是什么？

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当然希
望华东师大能够成为一所高水平
大学。师资要强，学科研究水平
要高，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学生
们不仅学风好，素质也要高，要
真正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

他还说：“要响应中央‘推动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指示精
神，加强大学内涵建设，把质量
搞上去。首先保证质量，特别是
本科教育质量，要花大力气去提
高。当然根据国家需要和科技发
展需求，结合学校学科基础，发
展新学科或整合现有学科则是完
全必要的，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袁运开恪守华东师大“求实
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
在为人处事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
范。他的一生，是勤勉奋进、勇
于开拓的一生，是教书育人、潜
心科学的一生，是探索创新、成
就卓著的一生。

（华东师范大学供图）

扶持青年教师，着力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袁运开教授袁运开

““只要还能做一点工作只要还能做一点工作，，就决不会推辞就决不会推辞，，我愿意多出一份力我愿意多出一份力、、多发一丝光多发一丝光””

袁运开袁运开：：““琐碎琐碎””事里谋乾事里谋乾坤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闯余闯

与物
理系毕业
生支部的
同志们合
影（二 排
右二为袁
运开）

与 邵
逸夫合影

（右 二 为
邵 逸 夫 ，
右一为袁
运开）

袁 运
开 在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的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