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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学一百又十年的办
学历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
学生，与此同时，也造就了数以
千计的优秀教师，形成了延续不
断的名师群体。其中，历史学家
吕思勉（华东师大教授）、音乐家
刘天华、翻译家陆殿扬（浙江大
学教授）、体育教育家夏翔（清华
大学教授）、王维克（华罗庚的老
师）、数学家李锐夫（华东师大校
长、上海高教局局长）等，便是知
名教师中的佼佼者。

1907年，学校创办伊始，便
注重教师的选聘，要求是对所教
课程有相当的研究。吕思勉先
生曾在常州府中学堂教过历史、
地理课程，他的学生钱穆后来也
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
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
回忆吕思勉先生（字诚之）上课
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
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
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
两课。诚之师长于余可十二岁，
则初来任教当是二十五岁，在诸
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
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
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
半句闲言旁语羼入，而时有鸿议
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
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
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
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
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
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
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
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
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
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
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

最难能可贵的是，吕思勉先
生在教学中对学生所表现出来的
创新精神尤为爱护，据钱穆回忆：

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
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
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
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
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
不 得 不 交 卷 。 如 是 乃 仅 答 一
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
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
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之
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
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
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
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
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
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
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
可想象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
生活之一斑。

四十年后，即1947年，吕思
勉先生和钱穆先生来到常州中
学，校长董志新临时召集在校学

生近千人到大操场，邀请两位先
生演讲，吕思勉先生请钱穆先生
作代表演讲。钱穆先生对学生
说：“这是学校四十年前的一位
老师长，带领他四十年前的一位
老学生，在此向诸位演讲。学校
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经大变，而
人事方面，四十年前的一对老师
生，则情谊就如昨天，现在显示
在大家的面前，这实在是学校历
史上一件稀奇难遇的盛事。今
天，我，一位四十年前的老学生
的演讲，渴望站在一旁的四十年
前的老师长教正，也深望在场的
新学生记取。”

钱穆先生讲到此处，动情地
说——学校教育，百年树人，其
精神即在于此。

在常州中学的历史上，有那
么一大批教师，论名气，远不如
上述几位，但他们一辈子执教于
此，默默奉献，他们只有一个共
同称号——省常中的老教师。
然而，这一称号，却是对他们的
最高奖励。要知道，在常州，“省
常中的学生”，便是优秀学生的
代名词，而“省常中的教师”——
当然成了优秀教师的代名词。

省常中的老教师代表，当推
有“元老”之称的从清末教到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吴樵长老师和从民
国初年教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杨
孟懽老师，他们在常州中学执教
时间之长，后人少有企及。

1948年6月6日，学校礼堂
红烛高燃，为吴（69岁）、杨（59
岁）二老举行祝寿活动，寿堂正
中悬挂着全校教职员祝贺的寿
序四轴，四壁挂满了庆贺礼品。
全校师生及校友来宾千余人到
会，学生表演话剧，开音乐会，气
氛隆重热烈，极一时之盛，成为
常州教育界的美谈。

吴樵长先生，国文教师，通
今博古，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对
所教内容烂熟于心。讲解《离
骚》《逍遥游》等篇，诙谐风趣，十
分精彩，听得学生们陶醉其中。
而讲解《离骚》时，特意引导学生
学习屈原热爱祖国、正气凛然的
高尚情操。

1947届校友钱璱之回忆，
他在高二升高三时，虽然文科成
绩很是冒尖，但因理科较差，几
乎要留级。吴老师为他说了话，
才没有留级。之后他报考中大、
复旦、暨南、同济四所大学，都被
录取，吴老师特别高兴。1948
届校友钱听涛也是吴老师的高
足，考上了北大文科，吴老师以
一诗相送：“同学工文数少年，逢
人每道璱之贤；君家自是多才
俊，又一青铜万选钱。”因为两位
学生都姓钱，此诗用“双关”手
法，联系到“万选万中”的青钱。

老师不仅学问高深，其人
品亦高尚，堪称师表。我国著名
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校友回忆：
20年代，学校经常开设“名人讲
座”。有一次，吴老师演讲，他一
走上讲台，就把黑板上“名人演
讲”的“名”字中间一点拖长成为
一捺，变成了“各”字，那意思，不
说自明，一是谦虚，我不是名人，
二是“各人”都可以来此演讲。

如果说，解放之前的师资队
伍重在选聘，那么解放之后则重
在培养。

1962 年，史绍熙校长亲自
从南京师范学院和江苏师范学
院挑选16位毕业生来校任教，
经三年历练，表现出色，史绍熙
校长在与他们的合影照上欣然
题词：“三年雨露育新苗，喜看接
班人济济。”后来，他们之中，许
多位成了市、校领导和江苏省名
教师以及江苏省特级教师、学科
带头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校
在倡导“严谨、活泼、创造”校风
的基础之上，提出“勤奋、厚实、
爱生”的教风。学校发展，教师
为本。学校新教师的上岗培训，
都是到位于南京、上海的人民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馆举行，明
确要求新教师——既然选择了
教师的职业，就要记住陶先生的
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高级中
学校史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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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典
“1918年我进常州中学，童

伯章校长为我们新生讲校训，两
句话，四个字，一曰存诚，一曰能
贱。我铭记在心，一生受用。”这
是将近七十年后，1922 届毕业
生、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为母校
80周年校庆所写的题词。如今，
这段话被镌刻在石头上，立于江
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校园内的“大
师林”中。

“大师林”位于校园东侧，沿
着蜿蜒的小路，于萋萋芳草之上，
矗立着吕思勉、钱穆、刘半农、刘
天华、吕叔湘五位先生的铜像。
不远处是2007年学校百年校庆
时新修的玉梅桥、对日亭。说到
玉梅桥的来历，校史馆原馆长张
浩典告诉我，原来校门在西边，门
口有一条玉梅河，河上是玉梅桥，
后来河填了，桥也没了。解放初，
如果写信的话，学校的地址是：常
州东门玉梅桥省立常州中学。

这是一所有故事的学校，诞
生了吕思勉、童伯章、史绍熙等名
师、教育家，培养了无产阶级革命
家瞿秋白、张太雷，以及史学家钱
穆、心理学家潘菽、文学家刘半
农、音乐家刘天华、语言学家吕叔
湘、周有光等一批大师级学者。

从1907年建校时的常州府
中学堂，到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
再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及至沿
用至今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校名更迭，时代变迁，现在，人们
习惯简称这所学校为省常中。今
年，这所有故事的学校迎来了
110周年华诞。穿过漫长的时间
之河，走进她的记忆深处，推开一
扇扇历史的大门，我们将看见一
所百年中学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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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这里结了不少枇

杷、石榴，清扫校园的阿姨采摘后
分给学生，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品
尝到了。”史品南校长在引我去

“大师林”的路上，指着校园里一
棵棵枝叶繁茂的果树说。那天，
他刚刚接待了返校的“老三届”校
友。110周年校庆是件大事，一
进10月，各届校友就陆续从四面
八方赶回来聚会，为母校庆生。

1964年就读于省常中的张浩
典回忆当年：“放学回家，每每特意
从庙沿河城西瞿氏宗祠前经过，知
道瞿秋白在那里住过，总感到那么
肃穆，那么神秘，总想进去看看，但
大门总是关闭着，每次都是带着遗
憾离开。” 上大学后，他便对瞿秋
白研究发生兴趣，“大三、大四两年
中，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
抄录有关研究瞿秋白的文章上”。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常中任
历史教师，后又负责校史编写和校
史馆筹建，这使他将精力集中在瞿
秋白及其他一些知名校友中学时
代的研究上。

瞿秋白于1910年考进常州
府中学堂预科，翌年转为本科。
1915年7月，因家贫而辍学。

瞿秋白多才多艺，文学、音
乐、篆刻，无一不能，无所不精，其
基础应是在常州中学课余游艺会
学习时奠定的。据瞿秋白同班同
学回忆，瞿秋白曾参加雅歌、篆刻
部的学习。雅歌部始设于1908
年3月，以研究中西音乐之异同而
发挥妙蕴，使得互相沟通并以引
起美妙之感情为主旨。所选歌曲
以雄壮端重、文辞优美者为主。
指导教员童斐（字伯章）精通音
律，瞿秋白在雅歌部学习时，曾随
其唱昆曲传统剧目《拾金》一出。

篆刻部每星期活动3次，每
次1小时。指导教员史蜇夫，人

称“溧阳才子”。章石、印谱、镌刀
及一切参考之篆籀书帖由学生自
备。鉴于一些学生家中收藏有珍
贵石章，如瞿秋白等，史蜇夫特在
游艺会篆刻部简章中规定：“在练
习期间，各人如有家藏之精石，毋
得轻易磨刻，以免斫丧珍物。”瞿
秋白在常州中学系统地学习了中
学课程，获得了全面的近代文化
知识，受到了初步的科学训练，在
思想上则接受了爱国主义和近代
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

许多人因流传至今的《教我
如何不想她》知道了刘半农的名
字。这首小诗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重要作家、语言学家刘半农1920
年在伦敦留学时创作的，被赵元
任谱成歌曲后，迅速传唱开来。

刘半农17岁那年以江阴考
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常州府中
学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国学大师
钱穆。刘半农天资聪颖，颇得校
长屠元博的喜爱。更令人称奇的
是，刘家三兄弟同为常州中学的
校友，且个个不同凡响：二弟刘天
华、三弟刘北茂都是著名作曲家、
民族乐器演奏家。

有人说，刘天华在常州府中
学堂受到的音乐教育，就像在地
平线上发现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
大千世界。刘天华读中学时课余
参加了军乐队。军乐队中，演奏大
军鼓须将鼓绕颈拥在胸前，既沉重
又声调少变，学生多不愿学习。而
刘天华则认为，每件乐器都有其作
用，大军鼓虽貌似粗犷，其实音色
很丰富。强奏时，可以造成雷鸣电
闪、金戈铁马、杀声震天的狂热气
氛；轻奏时，则像深山古寺的木鱼
石磬，神秘、肃穆、悠远。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1918
年从家乡江苏丹阳考入常州五
中，在各门功课中，对国文和英语
最感兴趣，有空就喜欢去图书馆
读书。正如吕叔湘自己所说，“存
诚、能贱”这朴素的校训他铭记在
心，一生受用。在《怀念圣陶先
生》一文中，吕叔湘写道：“因为送
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
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
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
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
不但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
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
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
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时也
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
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谦逊的品
质成就了吕叔湘先生严谨的治学
作风。他在读书的时候，遇到有
用的材料从来不放过，一定抄录
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
他的写作，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
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
仔细推敲，从不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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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 11 月 15 日常州府

中学堂建立，屠元博为首任监督
（即校长）。学校确定办学规模、
编订管理细则、延聘任课教师、编
排学级课程及考选学生等，均由
其主持。屠元博虽身为监督，但
对学生循循善诱，颇得学生喜
爱。钱穆曾在文章中感慨“元博
师对余爱护之诚心”。

屠元博做校长6年，39岁英
年早逝。1919年6月22日，学校
开纪念会，并建纪念塔于校园内，
纪念塔铭文由继任校长童斐撰
写。其中，“中学本科以外，复附
设师范科于校中，以储小学之师
资，规画宏远而措置精密”，足见
屠元博对教育规律之把握，对师
资培养之重视。

屠元博纪念塔塔基、塔趺毁
于“十年动乱”，仅存塔顶，2007
年移置于校园东隅，现被常州市
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童 斐（1865—1931），字 伯
章，宜兴人。1907年11月受聘
担任常州府中学堂国文教员，
1911年兼任学监。1913年7月，
常州府中学堂改名为“江苏省立
第五中学”，童斐被任命为校长。

童斐一上任，就为学校制定
了校训“存诚、能贱”，并制成两块
匾额，悬挂在大礼堂的墙壁上。

“诚”，即真心实意，无欺无妄，言
行与内心一致。“能贱，并非即贱，
即人以为‘贱’者，我也能为之而
已。”（童致諴《先严童伯章公言行
之琐记》）每当新生入学，童校长
第一件事便是讲解校训：存诚，就
是做任何事情，包括读书求学，待
人接物，都要诚心诚意，而不能虚
情假意。能贱，就是不要以为进
了五中，就自认高贵，仿佛处处高
人一等，而不屑做一些平常的琐
屑之事。要看得起普通人，要习
惯做平凡的事。

建校之初，常州府中学堂就
于课余组建游艺会，类似今天的
课外活动小组。当时学生全体住
校，每日上课6小时，自修2小时，
尚有余闲。学校认为，若听任学
生自由嬉戏，恐有害无益，不如由
教员带领作有益之娱乐，于是组
建课余游艺会。初设图画、雅歌、
军乐、柔术四部，后又增开篆刻、
读书等部。每日以一小时为限。
图画、雅歌教员由本校教员兼任，
军乐、柔术教员特聘人担任。钱
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中回忆选修昆曲的经历时曾提
及：“学校课余特设游艺班，分为
多组，令诸生自由选择。”

童斐任校长时延续了这一传
统。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回忆录中
这样谈游艺课：常州中学的“特点
是上午上三堂课，每课50分钟，
下午是游艺课。假如你喜欢古典
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
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
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
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
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
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
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
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
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
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
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游艺课
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

3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

是爱自己的学生。”史绍熙解放初
开始担任省常中校长，是学校历
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用
一句话，便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2015年教师节，省常中为纪
念这位老校长，特别进行了史绍
熙铜像安放和道路命名仪式，毕
业生纷纷前来瞻仰老校长。在师
生们心目中，史校长以诚待人，为
了省常中这所他真心爱护的学
校，用宽容化解时代和人性造成
的个人恩怨，深得民心。

“文革”后，恢复工作的史绍
熙回到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是克服
重重阻力，冒着风险把因受政治
历史问题牵连而下放到农村的老
教师一个一个地调回学校。“文
革”前，省常中有位颇有名气的英
语教师李晓声，1957年被错划为

“右派”，“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
神”，遣送到溧水县山区劳动改
造。史绍熙力排众议，坚决把他

调回学校。当史绍熙派人去接李
晓声时，李正在山上放牛，他感动
地说：“史校长有事业心，才敢担
这个风险。”遭遇与李晓声差不多
的还有一级数学教师姚文华、蒋
焕文等四五位老师，都被史绍熙
重新请回，他们均成为省常中的
骨干力量。

1978年 3月，省常中（当时
还称为常州市十二中）重新被确
定为16所重点中学之一。“文革”
前十七年的探索与成功经验，“文
革”十年的惨痛经历，使史绍熙对
办好重点中学有切身的认识，他
认为，重点学校的首要任务是模
范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严格按教
育规律办事。1980年，史绍熙于
教育部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重点
中学工作会议上，结合省常中自
1978年重新恢复重点中学后，如
何抓各项工作的具体做法作了详
细介绍，他在介绍中特别提到，老
师们普遍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
指导，鼓励他们养成“好自学、勤
思考、细观察、爱想象、喜创新”的
良好习惯，帮助他们提高自学能
力，发展兴趣和特长。

1982年，史绍熙撰写文章谈
“培养中学生的创造精神”，文章
指出，我们过去所培养的人才，存
在着独立工作能力不强、创造精
神较差等缺陷，这种状况与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不相适应
的。在谈及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
精神时，他提出了中学的教材必
须更新、在教学工作中要坚持传
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的统一、要进
行考试方法的改革、开展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等中肯建议。

在省常中的40年，史绍熙始
终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造精神
放在重要位置上。著名教育家刘
佛年称赞其“事业和文章是我国
普通教育界的宝贵财富”。

省常中现在的校园是 2007
年原址翻建的，当年种下的小树
经过时间的洗礼渐趋茁壮，梧桐、
香樟、广玉兰各自投下绿荫。远
处，两个身穿校服的男生手持大
扫把在清扫甬路。年轻的副校长
陶琪艳告诉我，虽然学校有专职
的清洁工人，但为了培养学生的
自主性和劳动观念，校园的甬路
包干给了各个班级，孩子们并不
觉得是负担，反而很开心。

史品南2014年来省常中当
校长前曾在三所学校当过校长，
他自认为自己的性格与省常中比
较吻合，他不赞成校长一天到晚
在外面跑。“校长的屁股要坐在学
校里边。”他总是这样对自己说。

他还记得第一次在省常中开
学典礼上的讲话，标题是《让我们
的校园静下来》：“我想向全校师
生建议：安静读书、冷静思考、平
静生活——让我们的校园静下
来！”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时
时提醒自己，新名词、新花样并不
是真正的创新，少受外边干扰，有
定力，安静办学才是本分。

“在省常中的三年里，由于学
校的宽松氛围，我一直没有感受
到压力，无论高考被搞得怎样面
目全非，至少校园里是平静的。
我在想，这所学校教给了我什么
呢？是做人。”这是人人网上，
一个毕业生的留言。

不知是树木吸声的缘故，还
是因了“两杰广场”的肃穆，抑
或是“大师林”的静谧，走进省
常中，仿佛一下子就安静了，校
外罗汉路、红梅路上的喧嚣仿佛
都是不相干的。在安静祥和的气
氛里，刻在校门口巨大石头上面
的“存诚、能贱”四个字显得格
外醒目。

一所百年中学的背影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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