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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相传，城市的
西北方飞来一只凤凰，在天空盘旋后停
翅于如今盐中老校区东北角的一片小土
墩上。可别小瞧这静伏于阳光下的小土
堆，凤凰停翅处，少年扬帆始。文史学
者、诗人荀德麟访问盐城中学老校区，
游凤凰墩、赏瓜井仙踪，特撰联“井泉
汩汩千秋泽，瓜瓞绵绵九畹香”。90 年
的光阴，代代盐中少年从这里扬帆起
航，薪火相承，弦歌不绝，盐中万千桃
李都曾接受过瓜井甘泉的润泽。

盐城古八景之一的瓜井仙踪，其名
半俗半仙，半实半虚。瓜井实有其地，
仙踪何人见过？传说当年孙权之父孙坚
担任首任盐渎县丞，其父孙钟为引水种
瓜，特地凿了这口井，瓜井由此得名。
后来孙权称吴王，将祖宗凿井种瓜之地
称为“真龙地”，奉为风水宝地，此地
便显得神乎其神，仙踪亦随之而来。究

竟有没有神仙光临过，谁都说不清也难
以说清。井傍上了仙，不是仙井也神
奇。轻抚厚厚的石质井壁，凹凸不平的
表面却有着光滑的手感，黝黑的色质里
透射着深邃沉着的光泽。有多少千年故
事，它都窖藏其中，秘不示人，犹如一
位满腹经纶的智者，讷言慎行，沉默是
金。它就这样踞着，周身的凛然之气，
让你感觉虽可亲近却不可亵渎。滚滚红
尘中，行色匆匆的人们，到瓜井来走
走，会得到一份宁静；也会从瓜井这枯
坐千年而无悔、始终缄口不言的智者身
上，领悟到其历久弥新的文脉真谛。而
今，这一墩一井早已成为盐中人的精神
源泉，成为盐中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

老校区有一湖，碧波荡漾，鱼翔欢
畅，中有一亭，名极朴实，曰“湖心
亭”，却是个鸟语花香的好去处。在校
园的东南角，矗立一山，与之俯仰相
应，虽九米有余，却是盐城那一马平川
的广袤土地的至高点。古代书院选址讲
究依山傍水，师法自然，这一山一水，
虽年岁不长，竟完成了山水的极佳组
合，形成“天人合一”的格局。风乍
起，吹皱一池春水，波光粼粼；雨初
至，滴染一山翠色，株植繁荫。湖名

“少先湖”，山曰“共青山”，可湖从何
来，山从何生？是盐中师生胼手胝足、
栉风沐雨、一锹一铲挖出来，一道一堑
堆出来的。多年来，这山这湖成为众多

学子读书、吟诗、排剧，畅谈人生，展
望未来的佳处。一山一湖孕育了盐中艰
苦奋斗、务实进取的创业精神。

于湖心亭北望，苍松翠柏掩映下，
一座木质大楼巍然屹立，见证了盐阜儿
女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1940 年，华
东危急，瓢城一时成了战地前线。“为
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
战斗到底！”正北楼化身抗日军政大学
五分校，刘少奇、陈毅曾在此召开华中
总指挥部会议，两年时间，就培养出
3000 多名军政干部。他们奔赴战场，
带领盐阜人民浴血奋战，为抗战胜利作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的正北楼已成
为抗大五分校校史陈列室，著名经济学
家薛暮桥欣然为其题名。可以说正北楼
是盐中人情感所系，铁军精神所归。时
值母校 90 华诞，盐中校友捐资共铸的

“大克鼎”凝聚着盐中学子对母校的感
恩之情，象征着盐中红色记忆代代流
传，生生不息。

光阴荏苒，凤凰墩上凤凰已去，盐
中师生仍砥砺前行；瓜井仙踪满径生
春，盐中师生仍以梦为马。当年那些共
建山湖的人儿，而今重登共青山，看着
庄严肃穆而又生机盎然的校园，一定感
慨万千。那过往岁月、从容时光刻下的
印记，已经深深烙在盐中的每一角落，
激励新一代学子追随他们的足迹，奋然
前行。

岁月如歌岁月如歌，，璀璨了九秩芳华璀璨了九秩芳华；；梦在盐中梦在盐中，，芬芳了万千桃李芬芳了万千桃李。。
有一座城有一座城，，她濒临大海她濒临大海，，地处平原地处平原，，仙鹤在这里飞舞仙鹤在这里飞舞，，神鹿神鹿

在这里奔腾在这里奔腾；；辽阔的大海孕育了人们宽广的胸怀辽阔的大海孕育了人们宽广的胸怀，，丰沃的土地滋丰沃的土地滋
养了一方人杰地灵养了一方人杰地灵，，蔚蓝的天空让人们尽情地蔚蓝的天空让人们尽情地““打开心打开心扉”——
这就是盐城这就是盐城，，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唯一缺憾就是没有山唯一缺憾就是没有山。。而这而这
个缺憾在上世纪个缺憾在上世纪5050年代被智慧的盐中人所弥补年代被智慧的盐中人所弥补，，这就是位于今日这就是位于今日
盐城中学东南一隅的共青山盐城中学东南一隅的共青山。。此山不高此山不高，，海拔仅海拔仅99米有余米有余，，然而然而
在盐中人心目中却不啻于九仞高山在盐中人心目中却不啻于九仞高山，，因为它不仅是盐城自然海拔因为它不仅是盐城自然海拔
的高点的高点，，更是盐中人精神的制高点更是盐中人精神的制高点。。每忆及此山每忆及此山，，心中总会激荡心中总会激荡
起无限豪情起无限豪情，，总会想起当年在烽火岁月中的辗转跋涉总会想起当年在烽火岁月中的辗转跋涉，，想起想起9090年年
居高望远的大气包容居高望远的大气包容，，想起那些为万千桃李奠基未来的信念想起那些为万千桃李奠基未来的信念，，想想
起那罹浩劫而初心不改的坚守……起那罹浩劫而初心不改的坚守……

9090年前年前，，盐城中学站在高起点上起航盐城中学站在高起点上起航；；9090年间年间，，她历经风她历经风
雨洗礼雨洗礼，，始终秉持始终秉持““博学约修博学约修””之校训之校训，，秉承秉承““大气大气、、团结团结、、坚坚
韧韧、、守正守正””的盐中精神的盐中精神，，团结一心团结一心，，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披荆斩棘，，凭借优异的办凭借优异的办
学成绩誉满江淮学成绩誉满江淮，，成了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读书佳处……成了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读书佳处……

青山九仞大观来
——江苏省盐城中学建校90周年回眸

盐城中学是一所具有红色基因的
学校，但在上世纪 40 年代却出了一位
校长——江重言，为民国著名的教育
家，知识广博，文理兼通。时任盐阜
区联立中学校长的宋乃德由于行政工
作繁重，有意请江重言先生出山，被
江先生婉言谢绝，宋乃德没有气馁，
连续三次登门拜访，深情劝说，诚意
相邀，宋乃德礼贤下士的博大胸怀最
终感动了江重言，他欣然接受了联中
校长的委任。江重言初任校长之时，
盐阜地区抗战烽火正炽，人才流失，
师资奇缺。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社会
关系，想方设法聘请有经验的教师至
联中任教。得知北洋大学毕业生杨仲
沅赋闲在家，诚意邀聘，但杨仲沅不
肯，江重言在当时车船皆无的情况
下，步行 200 多里到杨仲沅的家乡杨
庄面请。杨仲沅深为江校长重贤惜才
之举感动，终至盐中执教。“宋乃德
三请江重言”“江重言徒步邀请杨仲
沅”成了盐阜教育的佳话。从那时
起，盐中就逐步形成了尊师重教、求
贤若渴、爱惜人才的优良传统，并代
代传承、发扬光大。

从新中国成立初誉满江苏的王文
荪、万恒德、庞天仪“苏北三老”，
到现在层出不穷的众多省市名师，他
们以崇高的德行和深厚的学养享誉省

内外，美名远播，影响深远。而盐中
何以名师辈出？两个字：团结。“巍
巍大厦，众匠所营；滔滔清江，百川
所聚”。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
利，这是极简单、极朴素的道理，但
盐中教师却用实际行动把它做到极
致，因为他们抛却了私欲和功利，有
着共同的心愿：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和终身发展，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盐中同事之
间相互切磋，乃至不同学科教师之间
相互探讨，已经成为传统和常态。教
研活动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因
意见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案
而起。当然老师们绝不会因此而伤了
感情，反而更加团结、融洽。正是在
这种坦诚相见、毫无芥蒂的“争执”
中，问题愈发变得清晰，观点愈发接
近真理。可以说，团结是盐中 90 年来
不断发展的精神内核，已渗透进每个
盐中人的血脉，使得盐中的教师成长
迅速，形成了名师辈出、鸿儒辉映的
局面。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今日盐中
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深入推进灵
魂铸造工程，利用多年积淀的文化与
精神熏陶、感染教师，用榜样的力量
激励、鼓舞教师。学校多年来坚持开
展“十佳师德标兵”评选，2015 年开

始“最美盐中人”评选活动，引导教
师争当“有理想、有风骨、有仁爱、
有本领”的四有教师。我们有幸走近
首届“最美盐中人”、首届“最美盐
城教师”刘红，感受她平实而崇高的
教育情怀。这位来自江南的温婉女
子，当年为了爱情，放弃家乡常熟优
越的条件来到相对偏远的盐城，三尺
讲台一站就是 30 年，把美好的青春献
给了盐中，用默默无闻的奉献把一批
又一批学子送入大学之门，年过半百
却已白发满头，这是她对学生大爱的
最好诠释。曾经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来
到盐中，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后
悔，我不仅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学
生对我的满满的爱。”当年盐城师范
学院建校时，专门从盐中抽调了一批
教师作为教学班底，用一所中学托起
了一所大学，实属罕见。目前学校拥
有中学正高级教师 14 人，江苏省“人
民教育家培养对象”3 人，江苏省特
级教师 22 人，省市教学名师 31 人，
盐城市学科带头人 99 人。这样的数字
在盐城市绝对领先，放眼全省也不多
见。

“办学之道，教师为本”。盐中尊
师重教、以人为本，倾力关注教师专
业成长，已成为老百姓心中有口皆碑
的“人才高地”。

90 年风云际会，春秋轮转。20 世
纪初叶，沿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书院式
教育，开始了近代嬗变。在中华民族求
强思变、兴学育才的历史大潮中，1927
年，时任中央大学区督学的周宣德先
生，力破江苏教育历来重江南轻江北之
弊，在盐城地区开创了当时仅有的一所
省立中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盐城中
学，担纲盐阜地区文化之中枢的泱泱学
府就此诞生，盐阜教育的恢弘篇章就此
开启。

1931 年，抗战爆发，盐城中学的
学运沉浮与复兴之路，与中华民族的国
运兴衰和复兴大业紧密相连。艰难困顿
中，学校几度迁徙，校名数次变更。但
纵使炮声隆隆，纵使教无定所，盐城中
学的血脉始终在苏北大地上绵延奔腾，
盐中人的步伐始终那样坚定。

薪火相传，弦歌不辍。1940 年 11
月，在救亡图存中的江苏省立盐城中
学的校址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成
立。从此，“北楼的灯光”，照亮了苏
北抗战的暗夜，奏响了盐阜军民抵御
外侮保家卫国的铁血赞歌；也给盐城
中学烙上了鲜明的红色印记，温暖了
一代又一代盐中人的心房。1941 年 7 月
的一天，运筹华中全局的刘少奇同志亲

自召集会议，研究恢复和发展盐阜地区
的教育问题。他对与会的同志说：“这
个地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
但学校已经星散，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
敌伪地区或摩擦‘专家’韩德勤那里
去，我们应该开办学校，团结他们，使
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教书，希望你们
办一所联立中学。”少奇同志一席话，
催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首所完全中学
——盐阜区联立中学，她和后来的二联
中一起，成为盐城中学这棵参天大树的
茂叶繁枝，也铸就了底蕴醇厚、学脉绵
长的盐中风华。

1942 年—1949 年，盐阜地区烽火
不断，盐城中学办学不辍，栉风沐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盐城中学终于结束
了大迁徙，完成了大整合，回到了曾经
的校园。然而眼前的校园已然一片废
墟，只有矮矮的凤凰墩记录着曾经的传
说，窄窄的一步桥兀自发出无声的叹
息。就在这样的废墟上，校长江重言带
领教职工白手起家，把校园从原来的
30 余亩一下子扩大到 200 多亩，并从扬
州请来有名的花工师傅对校园绿化进行
整体规划。而今的老校区绿树参天，名
花遍植，大多就是那时奠定的。

从 1950 年开始，学校进入了快速

发展期，办学质量跃居全省前列，被确
定为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被老百姓誉
为江苏普通中学的“五朵金花”之一。

“文革”十年浩劫，亦未能阻止这艘大
船的乘风破浪。1978 年，“江苏省首批
办好的重点中小学”名单新鲜出炉，盐
城中学名列其中。1997 年，江苏评出
首批 7 所国家示范高中，盐城中学率先
跨入。2003 年盐城中学被首批转评为
四星级高中，2011 年被评为普通高中

“创新人才培养试点校”。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伴随着代代

盐中人的砥砺奋进，青春的盐城中学在
奔跑，2000 年盐城市初级中学成立，
2003 年 盐 城 市 高 级 实 验 中 学 成 立 ，
2006 年江苏省盐城中学教育集团宣告
成立。至此，盐中的大格局乃定。

今日盐中，如一艘教育航母，积
90 年之雄力，载千余教职工、万余学
子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劈波斩浪，扬帆
远航。

回望九秩征程，盐城中学曾经风雨
如晦、曾经铁马金戈，但纷飞的炮火、
深重的浩劫非但未能阻止其前进的步
伐，却锤炼了代代盐中人矢志不渝的坚
韧，让他们在盐阜大地上踏出的每一步
都发出铿锵的跫音⋯⋯

多年来，盐城中学取法其上，得
乎其正，从不把分数作为唯一追求，
注重学生精神内核的塑造，注重引导
学生乐学善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早在创校之初，就提出了“以
博学为门径，以约修为指归”的训育
方针，以“博学”为治学之途径，以

“约修”为立身之指向。
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盐中学

子，挚爱中华。多年来，盐中特别重
视爱国主义教育，每个时期都涌现出
一批胸怀天下、奔赴国难，把个人的
发展融入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中的英
雄。抗战期间有骆继乾、宋景煜、钱
相摩、戴曙光、赵敬之等先烈；抗美
援朝，祖国一声召唤，118 名学生报
名参加了志愿军，而江重言校长也不
顾个人安危，亲赴朝鲜战场作报告；
新时期，又有 80 后的罗昊、倪志军为
了保护战友而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
的品德养成教育。2002 年起盐中率先
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百日行动计划”
活动，将每年上半年的 100 天分为

“友善”“明礼”“守法”“勤俭”“奉
献”“敬业”“诚信”“团结”“自强”

“爱国”等十个主题教育旬，组织学
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守法旬，带
领学生走进劳教农场，近距离感受触
法的后果；奉献旬，学生在食堂、图
书馆、周末影院无偿服务，感受奉献
者的快乐⋯⋯盐城中学还对传统的

“三好生”评比办法作了改革，确定
了“在校做好学生，在家做好儿女，
在社会做好市民”的“新三好”评比
标准。两项做法皆属创举，在江苏省
乃 至 全 国 引 起 较 大 反 响 ，《光 明 日
报》《新华日报》、新华网等多家媒体
先后作了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

大气的盐中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学
法引导。上世纪 50 年代的盐中就提出
了“启发式教学”的要求，80 年代就
开始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向课
堂要效益。今日盐中，正在进行一场
课堂教学的深度变革，旗帜鲜明地提
出由“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
转变，全面打造“生本课堂”，把课
堂还给学生，引导学生以学引思，以
思促学，让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绽放。

盐中既关注“怎么学”，又重视

“学什么”。上世纪 90 年代，在全国基
础教育改革浪潮掀起之前，盐中就率
先开展了课程改革，压缩必修课，增
设“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
两大系列选修课，创新性地开启了教
师走班教学。至今，当年的学子还能
回忆出那些鲜活的场景：“‘竹笋初
生 ， 何 时 称 得 林 大 秀 ？’ 谁 来 对 对
看？”聂庭竹老师的楹联课洋溢着古韵
雅趣；“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刘百生老师戏剧选修课上的一曲 《沙
家浜》 获得了满堂彩⋯⋯

能动脑，又能动手，还能吃苦，
才是顶用的人才。建校初，盐中就开
设了劳动、科技等课程，每个班级都
有自己的劳动园地，学生们可以吃到
自己亲手种的蔬菜。上世纪 80 年代，
每年组织学生下乡劳动锻炼一周。那
一段乡村生活，白天有口号汗水的陪
伴，晚上与嗡嗡蚊虫相约，学生回忆
道：“那日子是苦，但我们在这里懂
得了集体的力量，感受到了劳动的真
谛⋯⋯”近年来，学校经常组织学生
走进农场、走进工厂、走进自然。今
年暑假，学校组织“盐中学子看盐城”
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盐城“一张网”

“一桶水”“一部车”“一片林”“一座
城”战略工程建设现场，感受“五个
一”工程给盐城带来的喜人变化，激
发学子爱家乡、爱生活的热情。

盐中还特别注重学生身心健康。

2010 年，学校在全市成立了心理咨询
室，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提升心
理品质，培养阳光心态。2015 年，学
校创新思路，系统推出了阅读节、体
育 节 、 艺术节“三节”活动和“青
春·圆梦”大型励志活动，让学生参与
其中，“读”起来，“动”起来，“玩”
起来，“笑”起来，让学生玩得舒心、
学得高效。2017年4月，盐中的“万人
阳光跑操”精彩视频在“江苏教育发展
大会”上完美呈现，震撼全场。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90 年来，盐中共培养了九万多名
毕业生，涌现出乔冠华、周克玉、朱
训、郝伯村、陈廷宠等国共两党的党
政军干部，王诗宬、孙九林、李立浧
等院士，封东来、茅矛、陈功、侯晋
等青年科学家⋯⋯也有在各行各业默
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他们遍布大江
南北、大洋彼岸，为新中国成立和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今日
盐中，在多年教海探航的基础上提出
了“平安盐中、人文盐中、创新盐中、
精彩盐中”的办学愿景，形成了“价值
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身心锻
炼”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全体盐
中人围绕“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科学
态度、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时代领
跑者”的育人目标，和衷共济，众志成
城，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肖如宏 范红军 李园园 缪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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