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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南开学校创始人严
范孙病逝，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

《悼严范孙先生》，在哀叹其逝世“诚
为学界之大不幸”之余，还说了这么
一句话：“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
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旧世纪一代完人”，严范孙何
以当此评价？

严范孙生于 1860 年，大半生和
大清王朝风雨同舟。他26 岁入翰林
院任编修，遂得雅号“严翰林”。34
岁 他 又 出 任 贵 州 学 政（即 教 育 主
管），多有维新之论。光绪登基后，
更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范孙的处境也
一度非常险恶，遂挂印而去。

他与袁世凯私交甚笃。1908年，
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让袁世凯回
家“养病”。官场炎凉，袁世凯离京
时，只有两个朝臣为他送行，一个是
风云人物杨度，另一个就是严范孙。

后来，严范孙为袁之遭遇愤愤不平，
还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留任袁世凯，只
是载沣置之不理，让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的前半生，入仕、忠
君、维新、罢官、直言、“结党”，
该有的都有了——典型的旧封建时
代的士绅轨迹，说他是“旧世纪之
人”，一点儿没错。

但他又偏不是个纯粹的“旧世
纪之人”。

他是最早在天津开办新学的一
拨人。他立新学，办蒙园，开女校。
尤其是他创办的严氏女塾，为做示
范，以自己的女儿、儿媳，以及亲戚
朋友的女儿为学生。3 年后，严范孙
又把女塾改为一所包括小学和中学
的严氏女子学堂。在女塾，他亲自
教作文，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画
片分发给每个学生，让她们根据图
片内容来写作文。他还很早就提出
反对妇女裹足，亲自编写了《放足

歌》，教给女塾学生演唱。这些歌谣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广为
传诵。

仅 1903 年，严范孙就在天津建
起16所小学、11所女子小学，同时还
设立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设
立文、理、法、商等学科。他的一系
列活动，大大推动了天津近代教育
的发展。天津成为北方办学重镇，
严范孙功不可没，他也因此和著名
教育家张謇并称为“北严南张”。

更重要的是，他为世人挖掘了
张伯苓、周恩来。

教育家的眼光一定要是毒辣
的。只要能识人，其他都好说。就
如徐悲鸿，画技不入流之说流传几
十年，但提起他“挖掘”齐白石，众人
便都服气，无话可讲。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
有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
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

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
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
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
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
自己的 5 名子弟当私塾老师。刚刚
22 岁的张伯苓十分珍惜这次机遇。
他始终认为，结识严范孙是自己一生
中最大的幸事。后来严范孙去世，张
伯苓悲痛地表示，“南开能有今天，全
仗严先生之力⋯⋯应当尊严先生为
校父”。

周恩来的故事更为传奇。
周恩来才华横溢，严范孙对他

喜爱备至，一度要把自己的女儿许
配给周恩来。得知周恩来家境困
难，学校立刻给他安排抄写和刻蜡
版的工作，让他增加收入，后来又
免掉他的学杂费，让周恩来成了南
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待到严范孙
和张伯苓办起南开大学，更是特许
周恩来免试入学。

后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
动被捕，南开迫于压力将他开除。
严范孙爱才心切，捐款 7000 银元，
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
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劝严范
孙停止资助，说周“用了你的钱，
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范孙却
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于是
该款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
从无延误。1959 年，周恩来已是国
家总理。他到南开大学视察后，向
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是封建社
会的好人。”

这和《大公报》当年的社评如出
一辙。

所以，虽身处旧时代，却顺天
应时，不以蛮力对抗世界潮流，提
携良才，不问出身，虽是旧时代的
人，却有一颗公允正直之心，这样
的老先生，说他为“旧世纪一代完
人”，并不为过。

严范孙：“旧世纪一代完人”
高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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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教学生涯，她把全部心血献给教育事业，只想安静地做个教师

杜蕴珍：执着半世语文情
本报记者 徐德明

提起杜蕴珍，天津教育人有一个众
口一词的评价：“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
范、教学的专家。”

杜蕴珍是天津教育界当之无愧的
“坐标”，是见证天津教育发展的标志性
人物。她是天津首批特级教师中最年
轻的一位，也是当选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的首位小学教师，曾先后荣获全国
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班主任等 30 余项国家级和市级
荣誉称号，

在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任教的
60年中，她长年坚持每天听课三四节，然
后是说课、评课，共性问题学科组教研。
即便誉满全国后，她也安安静静地投身
教改实践，传播教育思想，引领教师专业
成长，从未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

潜 心 育 人 ，春 风 化
雨，爱是教育良导体——

“爱”字品格
提到育人，很多人都会想到杜蕴

珍的一句名言：“爱是教育成功的良导
体。”很多老师也都把这句话当作座右
铭。

杜蕴珍把爱全部献给了学生，倾注
了全部心血：为了上好一节课，她曾十
几次修改教案；为了在投影上写好一个
规范的毛笔字，她曾练过几十遍；为
讲准一个词语，她曾翻阅近十本工具
书；为了做好一件教具，她夜战到两
三点；为了帮助学生改正一个错别
字，记住一个拼音字母，她走在路上
也在编儿歌⋯⋯

杜蕴珍认为，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
为人师表。她说，对于“一棵被蛀虫咬
伤的嫩苗，应该施药除虫；对于一棵被
狂风刮倒的小树，应该夯土扶正”。在
她看来，要做好学生品德成长的引路
人，就应该满腔热忱、满腔真诚，把爱洒
向每一个学生。

上世纪 60 年代，杜蕴珍曾教过一
个女学生，叫张大顺。张大顺有 6 个兄
弟姐妹，却没有了母亲，她的父亲对儿
女也不很关心。

张大顺缺衣少食、无人照料的境
况，让杜蕴珍十分心疼。她把这个让人
同情的孩子领到自己家里，把大顺当成
自己的孩子精心照料。

大顺画画很有天赋，杜蕴珍全力支
持她参加美术兴趣小组。在美术老师
的精心指导下，大顺的画刊登在《人民
日报》上。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小朋友
纷纷给她来信祝贺，大顺成了人人羡慕
的小明星。家境特殊的张大顺第一次
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后来，张大顺回
到河北衡水老家，成为当地一家制衣公
司的优秀员工。几十年后，年逾花甲的
张大顺给恩师编写了诗歌《赞恩师》：

七岁顽童入学堂，启蒙恩师教导忙。
不仅指导学文化，生活琐事也同样。
又理发来又置衣，吃住如同家一样。
三年光景并不长，朝朝暮暮永不忘。
虽说学生非亲子，恩师胜过亲爹娘。
拍摄特级教师教学电影《看图学词

学句》中的《你长大了干什么》时，她曾
在课上提问：“你长大了干什么？”孩子
们纷纷回答：“当科学家、作家、画家、音
乐家、地质学家、书法家⋯⋯”有人提
出，要引导孩子们说当“普通劳动者”，
但孩子们谁都不愿开口。后来还是导
演劝说“这是演戏，演完后你想当什么

‘家’还当什么‘家’”，问题才解决。
这一幕，让杜蕴珍陷入深深的思

考，一股使命感在她心中升腾。电影拍
完了，她的工作却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 5 年里，她针对学生特
点，连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为人民服务”
主题活动。通过访问、参观，与劳动模
范、环卫工人、理发员、售货员、纺织工
人、教师通信等实践活动，一个个普通
劳动者成为学生敬佩的榜样，学生们还
把他们的事迹编成短剧、诗歌、故事、快
板等，歌颂宣传这些普通劳动者。

毕业前夕，在“为了理想”主题中队
会上，杜蕴珍又一次放映了 5 年前拍摄
的教学电影，还请来当年拍电影的导
演、摄影师等工作人员参加队会。学生
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劳动模范的事迹，
使我懂得了岗位不分贵贱，只要对人民
有贡献，都是好样的！”“我们选择的工
作，要像劳动模范那样，不在于岗位的

‘位’，而在于为人民服务的‘为’⋯⋯”
看到这一幕，电影厂的同志激动地握住
杜蕴珍的手：“孩子们懂事了！杜老师，
是您用爱心哺育他们成长的⋯⋯”

静 心 教 书 ，不 辍 探
索，识字教学谱新篇——

“痴”字情怀
中营小学曾在上世纪 60 年代承担

了人教社新编 12 年制小学语文课本试
教。作为全国唯一的城市试验校，按试
教要求，杜蕴珍进行了分散识字研究。
在教学中，她还探索与实践了著名语文
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蒋
仲仁先生提出的“让学生从从容容地读
书，从从容容地写字”等观点。

1972 年，杜蕴珍开始总结教法，研
究识字教学规律，并在刊物上发表文
章。次年，她将研究重点放在电化教学
领域如何提高识字质量。她在幻灯片
上现场用毛笔示范书写生字，直观地指
导 学 生 ，这 在 全 国 产 生 很 大 反 响 。
1985 年，在北京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
习期间，她又提出了“融合互促”的识字
教学理念，并进行了教学实践。

上世纪 90 年代初，作为分散识字
教学流派的研究者之一，杜蕴珍撰写的

《分散识字的实践与认识》被收录在《九
种识字教学法探新》一书中，其识字教
学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不久后，作为
首批全国名师，她又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名师讲坛》栏目作教学经验介绍。
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开始进一步梳

理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8 年出版了《杜蕴珍教育教学
艺术》和《潜心教育——和青年教师的
谈话》两部著作。她提出，识字教学要
遵循“三个规律”“五个策略”。同时，在
实践中，她注意学习多种识字方法和多
种流派的主张，重点对分散识字与集中
识字进行分析比较，总结了两种识字方
法的优缺点。她还帮助儿童爬过两个

“陡坡”，即由识字爬向阅读的陡坡，由
口头表达爬向书面表达的陡坡。

60 年潜心研究教学，摸索规律，躬
身实践，她形成了“教育教学一体化、知
识智能一体化、训练游戏一体化”的独
特教学风格，教学生学会做人，夯实了
学生的语文基础，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
养，促进了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后来，杜蕴珍又与青年教师一起，
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课题研
究成果制作成实用的课程资源《快乐学
拼音》《趣味识汉字》《自主用汉字》等。
如今，这套课程资源深受学生、老师、家
长的欢迎。

2014 年，杜蕴珍的研究成果“小学
语文融合互促识字教学实践研究”获全
国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随
后，南开区教育局在中营小学举办了杜
蕴珍“小学语文融合互促识字教学实践
研究”成果推介会，向全市推广其教学
成果和实践经验。

亲 近 大 师 ，仰 之 弥
高，终身受益诲人语——

“坚”字精神
从教 60 载，从青年、中年到暮年，

杜蕴珍自言离不开老一辈教育家的帮
助和指导。她说：“亲近大师，他们那一
句句闪光的教育启示录给予我深刻的
启迪。我愿与青年教师共享这笔财

富。”
斯霞、霍懋征、袁瑢、田本娜，这几

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教育名家都是杜
蕴珍的挚友。他们有着密切而深入的
专业往来，共同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
着智慧和力量。

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全国5
位特级教师拍摄教学电影。拍摄的那
段日子，她同斯霞一起参加了在北京的
集中培训，并草拟脚本，畅谈语文教
学。结合《我们爱老师》一课，斯霞说，
语文是生活，生活化是语文教学的本
质。朴素而真诚的话语，使杜蕴珍学到
了斯霞运用儿童生活经验组织教学的
理念。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杜蕴珍所在
的中营小学是全国电化教学实验基
地。其间，教育专家王企贤、霍懋征听
了杜蕴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
课，看了《小小的船》《中国医疗队在阿
尔及利亚》的幻灯片、录音带，十分赞
赏。他们对杜蕴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
破解难点给予很高的评价：“电教手段
的成功在于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实用、
实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这使杜蕴珍
更坚定了运用现代媒体进行语文教学
的信心。

袁瑢比杜蕴珍年长 6 岁，杜蕴珍一
直尊称她为“袁老”。“袁老给予我的不
是一般的教法指导，而是相信学生、让
学生成为主人，进而得到发展的闪光的
教育思想。”杜蕴珍如是说。1982 年，
在山东参加全国小语理事会议时，杜蕴
珍与袁瑢同住一处。当时，杜蕴珍和袁
瑢一起探讨一篇三年级课文《李时珍》
的教学设计。她向袁瑢求教的中心点
是老师课上应提出哪些问题，袁瑢却中
肯地说：“为什么只想老师提什么问
题？你应该想学生会提出哪些问题，怎
么引导学生读书、思考、议论、质疑。”回
天津后，杜蕴珍按袁瑢的指教，从学生
实际出发，在全市做了一节令同行赞
赏、学生喜欢的语文课。

每每见面，和杜蕴珍相谈甚欢的天
津师范大学教授田本娜，总离不开讨论
语文教学的本真。她常常指导说：“扎

扎实实教语文，老老实实去做人。”“尊
重科学，不屈从社会上各种‘风’。”“求
真、求实，关注学生发展。”“要走自己的
教学路，要保持自己的教学特色。”

回首和几位教育家在一起的日子，
杜蕴珍满怀深情地说，正是教育家们的点
拨和指导，让她加大了教学改革的步伐，
立足学生，研究教材的同时研究学情，改
革教法，使语文教学走上成功之路。

亲师之楷模，无私奉
献，默默耕耘孺子牛——

“舍”字境界
杜蕴珍之所以能静下心来教书，潜

下心来育人，而且无怨无悔地坚持 60
载，源于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
社会责任感已成为她不同时期都在自
觉坚持的理想和操守。

她为人朴实、生活节俭、从不奢侈，
获得“孺子牛金球奖”后，她将 10 万元
奖金捐给南开区“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激励青年教师立业成才，报效祖国。

曾有人在教师节前夕，让她和几位
特级教师利用接受慰问的机会搞有偿
电视商品广告，被他们严词拒绝了；有
些学校请她“兼职”，特意说明不必做实
质性工作，只借用一下“杜蕴珍”的名字
便给予可观的回报，她也坚决拒绝了。

40 年前，师生使用的教科书发放
并不及时。杜蕴珍曾接到安徽省一个
贫困地区教师的求助信。这位教师从
报上得知天津市有个特级教师杜蕴珍，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信提出借书
请求。因为条件有限，不能满足同行要
求，杜蕴珍便向本班学生说明情况。大
家爱心涌动，决定“抄书”，每人用规范
楷体字抄写 3 个单元，制成 40 本书。
收到手抄书后，安徽的老师激动万分，
她在感谢信中写道：“收到书的那一刻，
学生们都高兴地跳起来了！特级教师
和她的学生就是‘特’！”

从教至今，杜蕴珍做观摩课教学总
计 500 余节，发表经验论文近 300 篇，
教学讲座百余场⋯⋯这组数字，对于像
杜蕴珍这样的教学专家来说，其实并不
多。对她来说，赴各地做课、讲学，只要
想做，便可以一年忙到头，但她却始终
有自己的考量。她最常去的，是那些对
教育教学有迫切需求的区县学校，面对
面辅导基层的教师。教师们说：“大专
家到小学校指导，分文不取，令人佩服！”

杜蕴珍多次为“国培计划”学员作
专题报告。无论在武汉、太原、成都，还
是在天津本地，在交通工具选择上，她
一直坚持“能坐火车，不乘飞机；能坐公
交，不打出租”，为国家尽量节省开支。

曾有一次，杜蕴珍去外地参加教学
研讨，主办方将她安排在一家档次较高
的宾馆。杜蕴珍心里一算账，一天食宿
将近 500 元，觉得太奢侈。于是，第二
天她便开始到周边的小店铺自费用
餐。大家对此肃然起敬，年轻人给她起
了个充满敬意的绰号——“老八路”。

在中营小学校园里，有一间办公
室，名为“劳模教育家杜蕴珍工作站”。
办公室内，悬挂着一幅该校毕业生、著
名 书 法 家 龚 望 先 生 的 作 品《父 生 师
教》。对这幅作品，杜蕴珍的理解是：

“父生师教，父母生，老师教。学生是未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
力军，教师就是这‘梦之队’的筑梦人。
我们要努力做到教书育人、行为世范，
潜心教学、创新实践，让新时代教师精
神发扬光大。”

回望教育家

杜蕴珍和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每周人物点评

身上的破洞绒衫穿了30多年，外
出拾荒都是背着蛇皮袋来回步行10
公里，1元的公交车费都舍不得掏。
租的房子墙壁烂了，他拿个布帘子遮
着。全部家当两只木箱就装得下。

如果告诉你这是一名88岁的
退休小学校长的生活，并且，他每年
包括退休金和各项补助在内有近
6.5万元的稳定收入，你会不会惊得
半天合不拢嘴?

在儿子眼里，曾担任重庆铜梁
区石虎小学校长的吴定富“抠”得不
近人情——连孙子管他借钱都要打
欠条。

但在外人眼里，这个退休后拾荒
20多年的老人大方得让人想流泪。

每年的收入，他全捐了，大多是
捐给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捐了35年。3000元、5000元，吴
定富向外捐钱都是大数额，而他的
床底下收卖废品所得的木箱里，最
大的面值只有20元。

他啥也不图，别人寄来的感谢
信他都当废纸卖了，连遗嘱也是把
钱捐出去。33年的教师生涯中，吴
定富曾看到很多求知的“大眼睛”因
贫困而辍学，就想帮帮他们，让他们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大概就是
老人不遗余力捐资助学的初心。

“抠门”校长

本期点评 李澈

日前，19岁的东南大学大三学
生杨文章向东南大学基金会捐款
100万元。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大学
生创业成功回馈母校的故事。

事实上，这100万元来自杨文
章的救命钱。4个月前，突发的病
毒性脑炎让他命悬一线，家里难以
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危急时刻，
学院和学校基金会联合发出爱心倡
议，不到24小时就帮他募得了总额
达130多万元的捐款。

病愈出院后，杨文章决定把剩
余的钱捐出去，帮助其他生重病或
遇到突发情况需要资金的学生。面
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巨款，这个家境
并不富裕的大学生没有动过留作己
用的念头。此举在他眼里是“应
该”，但却是一股温暖的正能量，让
无数网友击节叫好。毕竟，近些年
网络募捐中层出不穷的谎言和一次
次利用人们同情心的骗局，已经凉
了太多人的心。

“我只是把爱心人士的爱心传
递了下去。”在杨文章看来，这100
万元原本就不属于自己，捐献出去
只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流动。但是，
在网络救助这个微妙的天平上，却
是把一颗有相当分量的、叫作真情
的砝码，放在了爱心的对面。

传递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