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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到达酒店已是晚
上 6 点半，此时的北京已经暮色
四起，夜风吹寒了。迅速地办好
入住手续，放下行李，找个地方
认真地吃了顿饭。

转过街角，眼前就是众声杂
沓、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了。
走 过 天 主 教 堂 ， 街 灯 黯 淡 了 很
多，手机导航显示，前方就是商
务印书馆。这是举行“中国教育
报 2016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揭
晓仪式”的会议所在地，我受邀
明天来此参会。

当确定眼前的这幢小楼就是
商 务 印 书 馆 时 ， 我 还 是 有 些 恍
惚：这就是出版了那么多中外经
典图书的文化中心吗？小楼只有
六层，灰白色的瓷砖外墙，显得
凝重肃穆。一楼大门已经关了，
但“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肃然挺
立，郭沫若的字，一副不苟言笑
的样子。我决定明天再来。

旁边的涵芬楼书店倒是灯火
明亮，在这样的夜晚，显得格外温
暖而宁静。百多年历史的涵芬楼
见证着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兴衰变
迁，名气很大，但店面并不气派。

一层是店面，三两个店员，
坐在一起，喁喁私语。七八个读
者，置身其中，随手翻阅，各取
所需，一派悠然自在。架上也不
全是商务出的书，也有许多其他
出版社的，但没有教材全解、考
研必备之类的书，很纯净。

楼体的照壁上，悬挂着商务印
书馆 16 位先哲的 15 幅照片：夏瑞
芳、张元济、王云五⋯⋯沉甸甸的
名字，每一个都足以让我辈折腰。
左右是一副对联：含宇内大智慧，
与吾邦共芬芳。这是商务印书馆
的追求，也是他们的担当。

二楼摆放了一套影印的 《四
库全书》，煞是壮观。每一函都是
独 立 的 包 装 ， 看 到 我 好 奇 的 样
子，服务员取出其中的一函，让
我翻阅、拍照，四围弥漫着樟木
和油墨的芬芳。虽然我买不起，

但我以为，这样的文字值得这样
包装。正在我这样感叹的时候，
一扇门打开，传出一阵读书声。
循声望去，看见十来个人围坐在
一起，服务员告诉我，那是夜读
小组在一起读 《庄子》。走过去看
看 ， 都 是 成 年 人 ， 每 人 一 卷 在
手，读读写写画画，这样的阅读
方式值得尊重。在这样的地方，
以这种方式传播、传承文化，想
想都很美好。

我忽然想到在商务印书馆举
办“推动读书”年度人物颁奖的
意义所在。

在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承
载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甲午
海战之后，中华民族风雨如磐，
民族存亡悬于一线。夏瑞芳、鲍
咸昌等读书人以集资入股形式成
立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教材，改
编蒙学读物。再后来，看到列强
不仅瓜分领土，还大肆掳掠文物
秘籍，竟然发生将皕宋楼藏书售于
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事件。“全国学
子，动色相告。世有贾生，能无痛
哭？”张元济等人，着力抢救文化，
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古籍善本，创设

“涵芬楼”。
他们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继

而兼收中外图书，凡遇珍本秘籍，
总是极力搜罗；各国新书，亦尽量
购置；到 1924 年，涵芬楼藏书已经
达到 46 万多卷，成为当时最大的
藏书楼，并对广大民众开放；1926
年建成“东方图书馆”，对开启民智
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本
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烧掉
了商务印书馆所有图书，想从文化
上摧毁中国，铲除中华民族的历史
记忆。但这些倔强的商务人，在灰
烬瓦砾堆中绝地重生，他们将原有
图书尽量重印，并且“日出新书一
种”，绝不做文化上的亡国奴，让国
人振奋不已。

读书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
任，是一种图存的手段，是民族自
强的必然选择。读书是民族自救
最好的方式，让我们古老的中华文
化得以赓续、发展和复兴，这就是
那一代一代读书人最朴实的理想。

中国教育报选择在商务印书
馆举行“推动读书年度人物”揭晓
仪式，是不是也寄寓着今天的阅读

人这样的深远考虑呢？
站在商务印书馆的礼堂里，感

慨万千：我想，在今天还需要通过
褒奖来推动阅读这一行为本身，是
不是也映射出一种尴尬？

百年前，列强肆虐，生灵涂炭，
劳苦大众，活下去都是一件艰难的
事，遑论读书求学。纵然如此，我
们的先圣明哲们还能担负责任，筚
路蓝缕，星火燎原，出版，发行，办
学，带着年轻人读书，求生图存，发
展国力，力量虽微弱，但他们终究
实现了读书救国的崇高理想。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不读
书，是因为受到手机等电子产品的
诱惑，分散了时间和精力，但在我
看来，国人不读书的根本原因是，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老师
和父母的引领，没有真正走进阅读
之门，养成阅读的能力和习惯。

站在商务印书馆，面对百年来
那些开启民智的文化先知，我很羞
愧。这样的忧思提醒我，培育一代
读书人，路长且远，吾辈当学先人
精神，努力，努力。

（作者系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
县第二中学教师）

培育一代读培育一代读书人书人，，路长且远路长且远
吴贤友

书与人
纸现场

本报讯 （于建福 杨雪翠）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
见》 和教育部 《完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精神，推
进中华文化本根教育有效实施，
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
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
研究中心等日前在大连金石滩实
验学校联合举办“第三届中华文
化本根教育论坛暨第三届‘4·
21’宇宙关怀课程开发国际学
术研讨会”。来自韩国、南非、
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专家学者，以
及北京、山东、辽宁、内蒙古等
省份联盟校代表，围绕国学经典
与中华文化本根教育进行了研讨
交流。

“ 索 道 于 当 世 者 ， 莫 良 于
典。”中华文化经典蕴涵着圣贤
之道和丰富的价值资源。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当代教育之根，中
华经典是当代教育之本，圣贤之
道是当代教育之魂。北京师范大
学郭齐家教授以“经典文化与本
根教育”为题作了主旨演讲，针
对“本根剥丧”而“神气旁皇”
的现状，深刻阐述了中华经典对
实施本根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
丰富多样的案例，充分论证了以
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华经典文化
是形塑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重要
精神资源；主张把经典“嵌在学
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
的基因”。“圣希天，贤希圣，士
希贤。”“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
为终身希求的理想。国际儒学联
合会理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朱
荣智在“两岸视野下的中华文化
本根教育”的主旨演讲中，系统
介绍了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课程
设置体系、课时安排、教学目
标，为与会者打开了中华文化本
根教育的新视野；强调两岸学人
应共同担当中华文化传承的使
命，培育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第三届中华文化
本根教育论坛举办

说起商务印书馆，人们总
是首先想起张元济、王云五，想
起陈云、茅盾、郑振铎、杜亚泉
等，却通常忽略一个值得深入
了解和特别致敬的出版大家、
企业巨子——商务印书馆创始
人夏瑞芳。

夏瑞芳（1871—1914），江
苏 青 浦（今 上 海 市）人 。 至
1914 年遇刺身亡，他的生命仅
走过 42 年，而其中有 17 年的
岁月是与商务印书馆的创立、
发展融合在一起的。

夏瑞芳经营商务印书馆
17 年，对他的记载文字却寥寥
无几。周越然、郑逸梅等均曾
有过纂集史料的计划，但最终
未果。蔡元培、蒋维乔在他遇
刺后所撰纪念文章成为了解夏
瑞芳一生经历及贡献极为珍贵
的资料。他近乎湮没无闻的生
平经历与其在现代出版史上的
伟大建树之间落差巨大，成为
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典瑞流芳——民国大出
版家夏瑞芳》2014 年 6 月由台
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第一部夏
瑞芳文学传记。该书中文简体
版近日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作者赵俊迈先生通过
收集大量历史资料及对多位夏
瑞芳后人的采访，并结合当时
的时代背景，再现了夏瑞芳的
传奇人生。第一章“寂寂无闻
的文化推手”讲述了夏瑞芳作
为一个“留守儿童”如何来到上
海寻母，得以在范约翰牧师的
帮助下进入清心书院，受到启
蒙教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
的发轫”，介绍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时代背景，夏瑞
芳工作后不甘在洋人机构受歧
视，与同窗好友鲍咸恩、鲍咸昌
兄弟及高凤池共同创办了商务
印书馆。第三章“从印刷走向
出版”，讲述商务印书馆创立之
时夏瑞芳被推举为总经理，之
后他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
个家族企业发展为纯粹的现代
企业，这与他的远见卓识、宽广
胸怀和理想抱负有很大关系。
第 四 章“ 广 纳 贤 才 昌 明 教
育”，讲述夏瑞芳知人善用，在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
共同追求下得以延请张元济加
入商务，这标志着商务印书馆
正式从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转变
为现代出版企业，揭开了商务
印书馆历史的新篇章。第五章

“为近代教育改革奠定基石”和
第六章“民国第一CEO展现实
力”讲述了夏瑞芳敏锐地捕捉
到时代潮流，以应“开放”之需，
1898 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华英
初阶》；随后顺应新教育的发展
策划了《最新教科书》等一系列
图书，对普及教育作出了巨大
贡献。

本书末一章还辟出篇幅，
勾勒夏瑞芳子女人生轨迹。书
末收录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
经理夏君传》、蒋维乔《夏君瑞
芳事略》和张树年《纪念夏公粹
芳》三篇纪念文章，以及《夏瑞
芳先生年表》。此外，本书还首
次公开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
佛研究中心历史资料部门提供
的夏瑞芳家族、商务印书馆的
馆藏照片近30张，具有珍贵的
史料价值。

夏瑞芳：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缇妮

涵芬楼书店
一景

吴贤友 摄

【延伸阅读】

“四园”教育基地的创立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四园”综
合实践活动是实践学校启慧教育理念的重
要措施，推动了学校整体发展，彰显了学
校特色。

“四园”特指种植园、养殖园、植物
园、果园。其中，植物园占地面积 300 平
方米，根据需要选择和配置植物种类 38
种；果园占地面积 200 平方米，种植果树
20 余种；种植园占地面积 120 平方米，种
植各种当季蔬菜；养殖园占地面积 80 平方
米，根据学生兴趣养殖常见小动物 10 多
种。

“四园”建设遵循“紧密联系学生生
活，从学生生活中来，到学生生活中去”
的基本准则，强调“动手中学习、观察中

学习、体验中学习”。这里的学习对象都
是有生命的，是一个真实的自然界，走到
园中任何地方，都有问题等着学生去探
究。学校“四园”建设给学生提供了更多
融入大自然的机会，让学生在与自然的亲
密接触中体验、感悟、成长。

基于“四园”的校本课程建设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围绕“四
园”教育基地建设开发校本课程，让学生
在生活中实践、学习，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能力。

学校“四园”校本课程确立了不同
的育人目标。在植物园内，学生要求认
识常见的植物，通过实地观察与资料查
阅等方式了解植物的大致特征，体会植
物对于美化生活环境的必要性，从而丰

富学生的综合实践知识；在果园内，学
生要求认识常见的果树，通过持续观察
与资料查阅了解果树的生命周期，借助
高校与专业研究机构开展果树生长常见
问题的小课题研究，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
力；在种植园内，学生要求亲历种植当季
常见蔬菜，形成一定的劳作技能，体验
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并研究与解决劳
作 过 程 中 遇 见 的 各 种 问 题 ； 在 养 殖 园
内，学生要求亲历饲养小动物的实践活
动，了解常见小动物的生命周期，感悟
生命成长历程的艰辛，体验人与动物和
谐共处的快乐，形成珍爱生命、珍惜生
活的优秀品质。

“四园”校本课程初见成果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对“四园”

校本课程建设非常重视。学校科学利用
“四园”，并结合科学与综合实践活动教学

内容，分年级开展以养殖与种植为主的有
侧重点的、有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培养
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学校根据活动需要
逐步扩充果园的果树种类、养殖园的小动
物种类、植物园的植物种类等，添置与此
相关的科普书籍。学校还结合“四园”的
实践活动经验，邀请相关专家，对活动进
行提炼，让实践活动渗透到课程，实现综
合实践活动开展的常态化、科学化、广泛
化。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四园”基
地很好地成为课堂教育的延伸，培养了学
生综合性学习的兴趣。例如，学校给三年
级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凤仙花种子的知识，
在“四园”基地种植凤仙花，继续研究

“第二代凤仙花和第一代凤仙花是不是一

样的开花结果”“凤仙花在七八月份会不
会开花结果”等问题，研究形成了照片、
日记和论文，很好地培养了学生实践探究
学习能力；通过在养殖基地的观察，龙翌
妤的小论文 《蚂蚁为什么不会迷路》 获区
一等奖。2013 年，学校科学学科组被评为
区 “ 第 二 届 科 技 节 优 秀 组 织 单 位 ”， 陈
静、王雪梅、谭成燕获优秀辅导教师“一
等奖”等荣誉。2015 年，基于“四园”的
优秀综合实践活动“箭毒蛙的生存之道”
在全球自然日竞赛活动中荣获全球一等
奖。

生活教育点燃孩子智慧的火花，也点
亮孩子实践探究科学的心灵。重庆市大渡
口区实验小学的“四园”校本课程真正把
教育融入生活，走出教育改革的一条康庄
大道。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李 竹）

生活教育 点亮生命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重庆市大渡口
区实验小学建校于
1988年，学校始
终秉持“启迪智
慧，化育生命”的
办学理念。为了让
学生在生活中学
习、在实践中探
究，学校自2008
年起，先后建成了
种植园、养殖园、
植物园、果园四大
综合实践园地，有
效克服了城市学校
缺少观察体验、自
主探究、动手实践
活动基地的难题。

双辽市职业中专坐落于吉林省西部
边陲卧虎镇，是公办中等职业示范学
校。

学校 1984 年建校，根据市政府部门
提出的立足当地实际、培养实用人才的
战略，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于一体。
1993 年被省教育部门确定为双辽市职业
中专,1996 年至今是连续 21 年的国家级
别重点校。2013 年被确定为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项目建设学校，
2015 年被确定为吉林省首批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校项目建设学校。2016
年被吉林省农业部门确定为“吉林省首
批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 ”，被誉为

“兴市裕民的人才库”。
双辽市职业中专积极贯彻落实农业

部门、财政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做好
农民培训工作的通知》 和 《吉林省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要求,大力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在培育过程
中,大胆探索,积极创新,打造培育新模
式。经过这种培育模式培训出来的新型
职业农民回到家乡和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利用学到的新技术、新理念带动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学员技能,提高培训质
量,保证培训效果,学校聘请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玉作为学校发展建设专家顾问，
并在学校成立了院士工作室，对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专业建设、内部管理等方
面进行高端指导。与企业共同开发食用
菌栽培项目，共建校外实训基地，分期

对农民进行培训，在全市已逐步形成食
用菌产业。学校还聘请吉林农业大学教
授王连君、胡桂学等来校上课，讲解葡
萄和养殖实用技术，以卧虎镇六家子村
为包保扶贫对象，开展实训与精准扶贫
相结合，实施技术扶贫攻坚。

同时，围绕当地的产业特色,组织教
师认真编写符合当地产业实际、语言通
俗易懂、内容简单明了、学员喜爱的校
本教材和农民读本,配上图片说明,做到
图文并茂,形象直观。

根据产业特点、紧扣生产和农时,力
求“忙”“闲”结合，创建了“岗位轮
动”人才培养模式。坚持“理论授课、
基地实训、企业实践、异地交流、参观
考察学习”等培育方法相结合,夯实培训

基础、提高培训实效。
全方位丰富培训内容,做到“供 ”

“求”结合。结合培训对象的主导产业
和需求,针对学员在日常生产中遇到的疑
难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讲解,然后再留出
时间由学员主动提问,专业教师一一解
答,改“填鸭式”教学为“菜单式”教学
互动,切实满足学员需求。

大力加强生产实践、提高培训适用
性。择优选择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等作为实习实训基地。培
训期间安排时间组织学员到附近有关产
业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标准农业园等地进行学习
考察和实训。根据实际本着实用实效的

原则,按照农时季节,采取“手把手、面
对面”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现场培
训。结合县域养殖发展，组建流动动物
医院，开通畜禽疫病诊疗服务车，每月
分期组织专业教师和学生为全市各养殖
合作社和专业养殖户进行上门服务，义
务答疑解惑，防病治病。

根据学员需要，建立专家咨询服务台
跟踪服务。为了更好地搞好培训后的技术
服务，采取发放专家咨询卡、公布专家的
职称和专长以及电话号码的方式，让学员
在遇到生产技术难题时有咨询的平台。便
于农户咨询，方便快捷，深受学员欢迎。

坚持常年开办实用技术班，向农民
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年培训量达 5000
多人次。

学校现已培养毕业生达12873人，其
中，升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占 26﹪，3347
人；成为村屯干部、站所技术员的占 10
﹪，有 1287 人，全市三分之一的村书
记、村长经该校培训，获得国家认可的中
专毕业证书；成为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小
经理、小老板的占4﹪，有515人；成为中
外合资、独资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员、技术
工人的占30﹪，有3862人；成为农村科技
致富带头人的占30﹪，有3862人。

办学 32 年来，学校始终坚持“面向
农业、服务农村、致富农民”的办学方
向，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
导向，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内
涵，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服
务。 （巫成彦 左玉卓）

双辽市职业中专

培育新型农民 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