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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高雅的背后

回望教育家

高毅哲
著 名 歌 唱 家 、“ 中 国 夜 莺 ” 周 小
燕，形象是公认的高雅。
脚蹬高跟鞋，手提小坤包。90 多
岁了，每次出门，必然会化上淡淡的
妆。
甚至，最后的岁月里，住进了病
房，她依然扑粉、涂唇、描眉。于是
前去探望的诸位，看到的还是那熟悉
的面容。
能把自我形象保持成这样，一是
家教。
父母俱为书香门第，家境富足，
喜爱音律，周小燕尚未出生，母亲就
常去各类音乐会，以为胎教。
生在这样的家庭，想不高雅也难。
二是职业。
上世纪 30 年代，刚 20 岁就留学法
国，在巴黎完整接受音乐教育。历经 7
年苦练，正式登台，一唱天下惊，成
为欧洲各国歌剧院的常客——“中国
夜莺”的雅号，由此而来。
常年在顶尖艺术舞台上演出，气
质自然出众。
行文至此，不熟悉周先生的人，
大概会觉得她高雅不失威严，受人仰

编者按 王季娴，山东诸城
人，生于 1918 年。她是老一辈
的教育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长
期在上海基础教育界工作，是上
海基础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王
季娴诞辰百年之际，她曾经的学
生周继光特别撰文，以怀恩师。

慕却又保有距离。
但你若见过她，或者哪怕仅仅见
过她留存于世的视频，便会讶异。如
此大人物，竟谦谦素雅、温润如玉 ，
即便仅看影像，也觉如沐春风。
何也？
因为她是先生。这个“先生”，既
是后辈对她的尊称，也是她最钟情的
事业——一名教书育人的先生。
从唱到教，在中国声乐界，能把
这两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上到高度
的，周小燕是独步天下。
著名音乐评论家居其宏曾说过，
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当作目标理想的
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丽动
人的唱歌艺术独树一帜堪称大师者如
郭兰英等人，有高徒辈出而惊艳国际
乐坛的如沈湘等人，而将这两者合二
为一、兼而得之的双料大师，仅周小
燕一人而已。
于术，她创造了崭新的声乐教学
模式。
上 世 纪 50 年 代 ， 她 刚 教 书 那 会
儿，音乐院校注重的是示范演唱，结
果出现了声音模式化的现象，天南地

上世纪 50 年代，王季娴任上海
市大同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她始
终认为，教师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想
问题，多为学生着想，了解学生的问
题和要求；校长应该从教师的角度去
想问题，多为教师着想，了解教师的
问题和要求。
学生干部徐志华对王季娴帮助解
决兼职过多的往事记忆犹新。当年她
担任团支委、班委等四五项兼职，
因忙
于工作，学习成绩有所下降，王季娴发
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与班主任商量，让
她只保留“科代表”一项工作，腾出时
间先把学习抓上去。
王季娴曾经提出“要生动、活泼、
主动地学习，
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教
师们也十分认同王季娴的这个主张，
上课不拖堂，下课后千方百计把学生
们引出教室到大操场活动。
当年的大同中学有 40 余个课外
兴趣小组，用“活跃、活跃、再活跃”形
容学生的课余生活是再恰当不过了。
学校操场占地 20 余亩，从清晨到天
黑，都是龙腾虎跃的热闹景象，这边师
生在长跑，那边又有学生在跳高、跳
远。足球场天天满场，学生们要踢到
天黑球找不着了才回家。后来发展到
每班有班队，
各年级有年级队，足球场
挤不下，大家就涌向篮球场、排球场
……
当过大学校长的张德永说，在大
同中学就读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生中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和王季娴面对
面接触仅有两次，但终生难忘。一次
是初中时，他们班在校音乐会上演出
时突然麦克风坏了，全班保持安静纹
丝不动，直至 20 分钟后麦克风修好。
王季娴夸奖他们班纪律真好，命名为
“邱少云班”，这是当年对学生最大的
褒奖。另一次是高三时，王季娴把班
干部召到校长室，对他们说：
“ 你们已

殊的训练体系。
于德，她堪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的典范。
她自己上世纪 50 年代就入党。要
知道在此之前，她早早出国游历欧
洲，专注学业和事业，跟共产党几无
来往。但她一回国，几次接触下来 ，
就认定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从此矢
志不渝，即便特殊年代里几次受到政
治运动迫害，也不改初心。
信仰为何如此坚定？
倒 也 不 难 理 解 ， 她 可 是 《长 城
谣》 的首唱者。“万里长城万里长，长
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 ，
新的长城万里长！
”
日寇铁蹄肆虐中国时，19 岁的她
是流着泪唱红这首歌，从街头唱到医
院，唱进中国人的心中。
难怪她招学生，第一条标准就是
看学生爱不爱国。
而学生一旦投入她的门下，她必
倾力教授。
她是一个单纯到仅有音乐和学生
的人，以至于没有学生便焦虑不安 。
她生命的最后几年，90 多岁的人，每

她，永驻师生心中

天还在带学生上课。学校爱惜她身
体，规定她每天只能指导一个学生 。
她还不高兴，有记者去采访，她抱
怨：“这样太浪费生命了，我想一天教
两个。
”
在她既病痛又想念教学的最后一
段日子，上海瑞金医院甚至设想过给
她在医院里开一个钢琴教室。即使在
意识模糊时，学生去医院探望，她已
不能说话，但还是会下意识地挥手做
指挥动作。
能遇见这样的先生，学生之幸。
2016 年 3 月 4 日，她去世，享年 99
岁。
无数人去参加她的追悼会。有记
者随意找到一位普通市民，问：“您为
什么要来？”
那市民是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回
答:“她出国时就想着要报效国家，国
家有需要二话不说就回来。她为人师
表，言传身教地投入，现在多少人能
做到？很多人想要她那样的高雅，但
她高雅的背后是高尚！
”
在我看来，这位普通市民的直白
之言，是对先生最隆重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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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王季娴校长百年诞辰之际
周继光

今年是王季娴校长百年诞辰。时
至今日，许多老校友说到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大同中学的艰苦创业史时仍感
慨万分。当年学校只留下 4 幢破旧楼
房，一大批优秀教师调走。王季娴就
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来到学校创业
的。仅仅 5 年，
她把一所普通的私立学
校办成在上海有影响的市重点学校。
在她 88 岁那年，五代大同中学师
生自费结集出版《桃李不言》纪念文
集，举行首发式暨庆贺她从教 65 周
年。1000 余名海内外校友从四面八
方重聚母校。有的教师颤颤巍巍拄着
拐杖，由子女搀扶而来，有的校友坐着
轮椅前来。虽然室外寒风凛冽，礼堂
内却热气腾腾，济济一堂，连走道上都
站满了人，场面十分感人。
该是怎样一位师长，配得上如此
深厚的感恩之心？王季娴校长为什么
能这么长久地在一代又一代师生的记
忆中驻留?答案只有一个：
她是一位
“有
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
有
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好校长。她时刻
铭记党和人民赋予她的使命，
带领全体
教师，
甘当人梯、
甘当铺路石，
她是以人
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
以学术造诣开启
学生智慧之门的
“大先生”
。

因势利导，始终把学生
需求和发展放在首位

北的学生一张口，全都一个腔调。周
小燕是最早一批进行教学探索的人 。
她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确训练规格 、
注重突出艺术个性相统一的教学主
张，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声部 、
不同个性的优秀演唱人才。
比如廖昌永。
他出身农村，来上海前没见过世
面，路遇周小燕吓得不敢打招呼，跳
到马路对面躲起来。这些都是花絮 ，
不多说。
单说周小燕一下子就听出他的特
点：会抓腔。
抓腔，就是可以不懂原版的歌
词，但就能唱得准，唱得出韵味。不
管多没见过世面，农村孩子廖昌永就
有这本事。于是周小燕就狠命练他 ，
每次上课前，都要他字正腔圆地朗诵
歌词，做不到就不能唱。廖昌永不理
解，不理解也不行，就得那么练。
时间长了，廖昌永悟出门道来
了，说自己终身受用。他去参加世界
歌剧大赛的时候，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多明戈对他赞不绝口，说你有一个非
常伟大的老师，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

王季娴当年由陈毅市长签发的
任命通知书。

上海市原大同中学校长王季娴（1918—2014）
经长大了，成熟了，
以后你们要学会自
己 管 理 自 己 ，带 领 全 班 同 学 一 起 进
步。”
王季娴说话时对待学生的民主意
识让他震撼，为他后来在大学里做领
导工作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有个性的调皮学生也能得到发
展。有个叫张华强的华侨生，因为动
刀子打架，原来的学校管不了，
教育局
就将他安排到大同中学。学校不是寄
宿学校，学校特地给他腾出一间宿舍；
他成绩极差，学校就专门派优秀教师
和团员帮他补习。教师问他喜欢什
么，他说喜欢体操，
学校就为他辟出体
操室训练。他还会拳击，学校就买来
拳击手套、沙袋，让他边练边做教练，
学校拳击队参加比赛时，他竟然得了
个全国最轻量级冠军，成了《新体育》
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会演戏，学校
就在自编自导的小话剧中让他当演
员，居然被来大同中学体验学校足球
生活的上影厂导演看中，
在《两个小足
球队员》中扮演主角之一。他慢慢变
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让当时的
市教育局领导也很惊讶。后来，王季
娴谈起这件往事时说：
“学生的潜力要
靠教师去挖掘，特别是调皮学生。没
有 教 不 好 的 学 生 ，只 有 不 想 教 的 教
师。”

量身定制，把“杂牌军”
带成爱岗敬业的“王牌军”
王季娴深知，教师是课堂教育的
主力军，同时，课堂也是提升教师专业
水平的最佳平台。当时她是党政一肩
挑,没有副手,学校许多事情都是她和
两位教导主任在做。她每天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深入课堂听课。她把
“听课”
作为快速培养优秀教师队伍的着力
点。教师们也渐渐习惯了校长不打招
呼就推门听课的做法。听完后，她会
给任课教师一一评课，
好、坏和建议一
针见血，再三强调教师要加强基本功
训练，让教师们获益匪浅。通过听课，

她 也 发 现 了 一 批 好 教 师、一 些 好 经
验。几乎每一个新来的教师她都要听
课，
而且不止一次，
所以大家都亲切地
称她为
“听课校长”
。
学校发展的关键是教师。王季娴
给我们留下了师资队伍建设的宝贵经
验，
她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教师、
团结教师。她身体力行地保护教师、
善待教师，极大提高了广大教师教书
育人的积极性，
把昔日被人称为
“杂牌
军”的大同中学师资队伍造就成为一
支爱岗敬业的
“王牌军”
。
现年 99 岁的王征鸿老师是银行
职员出身，在大同中学担任了 30 多年
班主任。他回忆说，王季娴把他送到
市里参加过一期学习班，
颇有得益，
所
以他后来带出了许多优秀班级。现年
94 岁的王槐昌老师，原在公安系统工
作，
后调来教历史，
从一个
“门外汉”
成
长为教研组长，至今难忘王季娴对他
的提携和培养。正是这样一个个为教
师“量身定制”式的培养模式，王季娴
成就了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
王季娴一生成就了很多优秀教
师，张文祺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当年
他从美专毕业到大同中学任教，净做
画家梦，上课只是应付。王季娴就开
导他说，
当画家当然对国家有贡献，
但
只是一个人成功，如果你能培养学生
的话，
就会有很多画家出来，
对国家贡
献不是更大吗？张老师按照校长的话
去做，他指导的学生美术兴趣小组渐
渐在全市有了名气。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
许多学生成了海内外知名画家，
张
老师自己也成了一名全国著名的美术
特级教师。
王季娴坚信，只要有一个好班主
任，
就能带出一个好班级，
培养一批好
学生。因此她十分重视班主任队伍建
设，树立班主任典型。1956 年上海市
评出 1200 多名优秀教师，很少有班主
任入围，而大同中学评上的 9 位优秀
教师中就有两位是班主任。
我也是在王校长关怀下成长起来

的。我从小患有严重眼疾，双眼视力
仅 0.1 和 0.01，高中时又患上肺结核，
不能报考大学。心灰意冷之际，是王
校长作出了让我留校当教师的决定。
一个高中毕业生，
讲话还有点口吃，
能
当市重点中学的教师？然而这个“天
方夜谭”
却变成了现实，
我不但当了教
师，还在 33 岁那年被破格晋升为特级
教师，指导学生在国际数学奥赛中拿
金奖。我清楚地记得一次王校长来听
课的情景，因初上讲台，我有点紧张，
教一元二次方程，
公式还没讲，
就让学
生上黑板解题了。课后，我自己发现
错误，
正懊恼不已，
王校长却笑着对我
说：
“ 蛮好，就是有个地方讲反了。”就
是这么一句简单的鼓励，让我树立了
当好教师的信心。
教师们忘不了王季娴，是因为她
对教师的理解、尊重，知人善任，在工
作上支持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
鼓励
他们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老教师们都
很赞赏当年王季娴给了他们“既有统
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民主、
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给了他们充分
发挥个人特长的机会。有了这样的环
境和机遇，他们在为学生服务的同时
也提高了自己，获得自身发展的广阔
空间。教师们说王季娴最大的功绩，
就在于为学校创导了一个好的风气。
风气是无形的，
但也是最有力量的。

坚定信念，为党的教育
事业奉献终生
王季娴按党的主张办学，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十分用心，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有坚定的
信仰。她以身作则，
牢记党的宗旨，
继
承和弘扬党“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
出发”
“ 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
这就是她事业成功的秘诀。
王季娴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时，
一直坚持德育为先，重视班主任队伍
建设，把班主任、团队、政治课 3 支力

量拧在一起，
齐心协力，
把学生思想品德
教育落到实处。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
里，
大同中学的思想教育很少说教，
强调
入耳入脑，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王季娴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劳动
教育。当时的大同中学，并未将所有
可用场地建成教学楼、实验楼和操场，
而是特意留出一些土地让每个班开辟
“米丘林园地”，由生物教师和工务员
师傅作指导，
在试验田里种植蔬菜、玉
米，
让学生体验劳动的快乐。
王季娴十分重视对人的发展具有
独特作用的音、体、美，各科都有专业
出色的教师任教，这些教师不仅在课
内受到学生喜爱，课外更是将校园文
化和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被许
多学校视为“小三门”的音、体、美，在
大同中学成为一大特色教育，培养出
了一批艺术、体育人才。
王季娴到市八中后，发现高中学
生近视较多，在高考志愿选择上受到
专业限制，她便要求加强近视防治工
作，学校请来发明“正骨舒筋”防治近
视眼方法的医生作指导，并发动体育
教师、保健教师一起参与，
部分学生视
力确实有明显好转。负责教师粗略统
计后向王季娴作汇报，没料到王季娴
听得很仔细，
追根问底，
她要了解治疗
了多少学生，
视力提高一档的有几人，
二档的有几人……这位教师一时回答
不出，
十分尴尬，
从此他向王季娴汇报
工作再也不敢
“毛估估”
了。
每届高三，王季娴都要组织全体
教师多次对学生情况作“排队”分析，
发现偏科或是两门学科基础差的学
生，
就要求教师制订补缺补差方案，
常
常具体到先抓什么、后抓什么、怎么
补。她说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重理
轻文或重文轻理都不行，
“西瓜要个个
包甜”
，
学校必须要让学生全面掌握知
识，
这不仅仅是为了高考。
2014 年 10 月 12 日，王季娴永远
地离开她钟情的教育事业，离开了热
爱她的师生们，
但她的思想、她的精神
永远留在广大师生心中。她逝世以
后，大同中学师生经常聚在一起追忆
和她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并数次相
约去龙华烈士陵园看望她。
王季娴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强的
人，她投身党的教育事业，忠贞不渝，
不折不挠，受到广大师生的敬重和爱
戴。如今，为进一步研究王季娴校长
的办学思想，
我们成立了
“王季娴办学
思 想 研 究 室 ”。 在 王 季 娴 的 老 家 诸
城，也将陆续举办季娴小学、季娴中
学。王季娴校长虽然远离了我们，但
她的办学实践和思想，依然是值得我
们珍惜和挖掘的宝贵财富。
敬爱的王校长，
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单位：光远教育工作室）

9 月 21 日下午，
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
浙江温州瑞安市的隆山实验小学内发生悲
剧。学生恒恒被同班同学小艺的父亲拿刀
刺伤，
后抢救无效死亡。
很想知道林某挥刀刺向 10 岁的恒恒
时，
36 岁的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快意恩仇？他觉得自己的女儿被恒恒
欺负，伤了眼睛，但恒恒家长已经多次道
歉，
女儿也已证明，
眼睛并无受伤。
展示力量？一个 36 岁的成年男子，对
一名 10 岁的幼童？而且，
还要拿刀？
无论怎么揣测他的动机，都让人匪夷
所思。
但是结局已经注定。
老师伤心地说：
“这个女孩子（小艺）的
下半辈子基本上被毁了。小叶家孩子都没
了。两个家庭都毁了。”
林某把水果刀一次次刺入恒恒身体的
时候，
是否知道，
他将留给自己的家庭和别
人的家庭什么呢？
据说，当年林某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
中，
他爸爸的表情很是自豪的。而家中的一
张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显示，
2006 年 1
月至2009年1月，
林某在温州大学成教学院
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并毕业，
获得大专学
历。邻居们说，
在文化程度普遍是小学或初
中的村子里，
林某显得鹤立鸡群。
然而，他获取了知识，却没有完善人
格。
于是，2018 年 9 月 21 日下午，他带着
水果刀和恒恒相遇了。

善意

没在公交车上挤成过罐头的人不足以
谈人生。
四川泸州有名小学生，挤过公交之
后，就大彻大悟了。他写了篇作文，火遍
朋友圈——
“明明是一辆公交车，却当成航空母
舰来载客”；
“司机完全没管我们小孩子的
死活，就像收废旧的捆纸壳一样，踩了又
踩，压了又压……”；“每当到站的时候，
售票员总是凶恶地往后面挤，我们都是一
颗颗菜籽，都会被你挤出油来”；
“峨眉山
有四大奇观：日出、云海、佛光、圣灯，
泸州公交车有四大奇观：装得多、开得
慢、挤得哭、离校门远……”
孩子写得戏谑，大人看了可乐，难能
可贵的是，当地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
居然还给孩子回信了。
信中先道歉，然后感谢孩子的幽默讽
刺，还表明已经实地调研，还提出并落实
了整改措施。
整件事情，满满都是善意。
如果孩子们的每一天，都能在无数的
善意中度过，都能在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和关爱中成长。
他们就一定会是当之无愧的未来的主
人翁。
本期点评 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