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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特级教师何夏寿的
第一部散文集《爱满教育》面世，短短数
月，出版社两度加印。时隔三年，《爱满
教育》的姐妹篇《记着》又由上海教育出
版社作为“散文精品”推出。

记得我曾为《爱满教育》写过一篇
跋，题为《教育：生命的向善》，文中称何
夏寿为“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一生勤勉，不求闻达，40年如一日，全
心经营着一所农村小学，把著名童话作
家金近先生家乡的四埠村小，打造成为
小有规模、大有质量的童话学校：金近
小学。不仅如此，他还潜心语文教学，
既做校长又做名师，从一位农村代课教
师，出落成闻名遐迩的特级教师，他倡
导的“童话教学”“戏曲教学”在小学语
文界独树一帜。

“一年好景君须记”，何夏寿“记着”
什么呢？走进《记着》，我们不难发现，
他记着的不是自己如何为金近小学发
展呕心沥血，也不是怎样为推出自己的
特色课程废寝忘食，而是世俗生活里那
些平凡而普通的庸常琐事。

让我们一起走近何夏寿笔下那些
至真至情的“俗事”。

首先当然是“亲情”。《拜坟岁》写的
是每当大年初一这个好日子，作者必去
父母双亲的坟头坐坐，陪伴着他们，诉
诉心里话，跪哺之恩溢于言表。《住街
头》是母亲对孩子的殷切期盼，向往的
是城镇生活。在农耕文化的年代里，住
街头就意味孩子“出山”了。《哥哥》自称

“强盗”的耿直善良，《姐姐》护弟的意切
中显现的柔美，都充满着亲情的高贵和
泥土的芬芳。《铅笔头》更早就脍炙人
口，不知感动过多少人。

同时还有“师情”，这不仅表现在如
《推手》《语文乐》《师弟》等文章中，也体
现在如《戏友》等散文篇章对语文界老
一辈的崇敬之情。

当然也有更多的“生情”。这里的
“生”，是指何夏寿带导的优秀青年教师
“门生”。特别感人的如《开班》《笑死》
《小蓝》等，无一不显现了今日师徒的相
知相亲、情同手足。

对孩童的喜爱当属教师的天性，据
我所知，不少人选择当教师，就因为有
着喜欢儿童的因子。何夏寿笔下的孩
子都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如《小胖》《可
可》《贝贝》等，作者在字里行间感动我
们的就是那番浓浓的舐犊之情。

“友情”自然更是无法忽略的“记
着”，集子中的《师弟》《接机》《酒吧》等，
都令人感动。无论是旧交，还是新识，
作者总是以浓浓的情意去叙事说人。
读着读着，令我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其实，更不会忘却的“记着”，还有

“陌路之情”。《“挖地人”》中的老黄，《车
祸》中的路人姑娘等，与作者非亲非故，
纯属偶遇，但作者体恤对方的善心暖意
却如此真切感人。由此我觉得“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是否还该加一句“无滴
水之恩亦当善待”。

梳理了这么多，还不足以尽现何夏
寿的“记着”。依着这册散文集封面印
的“《爱满教育》的姐妹篇”字样，这一本
何尝不可以命题《情满天下》？

当然，把《记着》视为《爱满教育》的
姐妹篇是十分确切的。这两本散文集无
论主旨题材还是写作风格，都“情同姐
妹”。即都是从真实的人与事的记忆中
来诉说作者善与美的心和意。作者娓娓

道来的那么多动人故事，不禁让我想到：
故事是有灵魂的数据。那么在何夏寿的
这些动人故事中，它的灵魂是什么呢？

一是“真”，乡情土气的“真”。
浓浓的乡土味是何夏寿散文的一

大特色。人与乡土是有着地缘、血缘和
情缘的。故乡对于一个人的牵引，正是
因为它生你养你，你可以爱它，也可以
恨它，但你却无法摆脱它。“故乡何处
是，忘了除非醉”，这是游子对故乡割不
断的思念。何夏寿至今没有远离过家
乡、长年在外地独立生活过，自然也就
更多地有了生于斯、长于斯，也耕耘于
斯的人生体验。尽管他现在到处讲学
授课，足迹遍及北国南疆，可谓神游世
界，歌行天下，但始终还是扎根于斯，这
块位于宁绍平原的四埠小村。正是这
种乡情土气的自小到大的熏染，成就了
他散文的“真”，记真事，说真人，表真
意，诉真情。有了这种真，才使故事有
了感人的力量。

二是“善”，以德报怨的“善”。
教育只是生命的向善。向善者，简

单地说就是想别人的好，帮助人的好。
《记着》作为《爱满教育》的姐妹篇，一如
既往地张扬着作者的“向善”之心，而且
更深地揭示出这种“善”是以德报怨的

“善”。特别是《借钱》一文讲述的，分明

是老套的“汽车加油没带钱”的骗局：作
者给了 500 元，第二天，“借钱”者竟来
还钱了，是市里的一位领导陪同来的，
还有记者、摄影师一大帮人。原来那
借钱的人是某国际知名公司的巨头，
有感于上虞城市的爱心，而决意在这
里投资⋯⋯我正在为这借钱的事由衷
开心，不料这还钱的结尾竟是一个美
丽的梦，而骗局才是铁打的事实。我感
佩作者能把受骗的遭遇梦想得如此美
好，那真算是求得“善人者，人亦善之”

（《管子·霸形》）的“梦证”了。这不是
“幼稚”，应该是最美好的“成熟”。

三是“爱”，菩萨低眉的“爱”。
纵观何夏寿散文的品格之魂：真的

言、善的心和美的情之交叉融合，聚焦
于一点，便是“爱”。他爱教育、爱生活、
爱人们、爱写作，才成就了他今天拥有
的一切。这也就是《爱满教育》与《记
着》之所以能够成为姐妹篇的血缘所
在。从事教育，他倾注的是全身心的爱
意；告诫自己要“记着”的则是人们对他
的好，和他千方百计要回报人们的好。
归结起来说，何夏寿感悟到的是要把爱
全部倾注到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中去，
同时，他又必须一辈子“记着”别人的
好。感悟是散文的生命。散文并不是
可以左右逢源地把生活原件作任意搬
弄和摆布的文字积木，而必须是出自肺
腑的那些灵性的体验，才有可能把尘封
的记忆翻出来成为生命的绝唱。正因
为何夏寿在散文中所展示的是一个自
由自在，而又洗尽铅华之后的原生的自
我，这才使人们感受到虽然是自己熟悉
的事，但因为融入了作者敏感的心绪、
幽默的喜欢、纤细的伤感和那些出乎意
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细节，还有那些
欲说还休的情致，使真实的故事陌生
化、深刻化了，而让读者深深感动于作
者吟唱出的那么多“记着”的陈年旧事
之中。

是啊，对生命来说，除了“记着”，应
该不再有永恒之物了。这也许就是《记
着》要告诉我们的人生真谛。

（作者系著名语文教育专家）

一年好景君须记一年好景君须记
——品读何夏寿散文集《记着》

周一贯
几乎每个孩子都爱画画，但怎样

尊重他们的绘画行为，怎样珍惜他们
的绘画敏感期，怎样保护他们在不同
阶段的特性与差异，怎样激发他们在
创作中的想象力、表现力和美好的情
感，怎样帮助他们获得心灵的自由、
审美的快乐和充足的信心等都是父
母和教师面临的问题。

在《住在艺术里的孩子》中，我通
过12个篇章的不同内容和百余幅孩
子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让读者了解儿
童在艺术创作中的独特语言和奥妙，
包括儿童绘画的共性、特性、年龄段
特征、表达经验等方面，以及孩子们
重要的情感、生活、想象、环境、母体
文化等因素和创作之间的重要关系。

我在每个篇章的后面都设置了
针对父母读者的建议，有些篇章还
有一起欣赏的部分。本书的结尾有
答疑汇总，这些都是十几年来我对
父母和教育者所提问题作出的解
答，力图帮助读者在阅读完每个章
节之后，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该怎样
去做、怎样去看和注意什么。

作为教师，阅读此书时，可以思
考自己在教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作
为父母，阅读此书时，可以对照自己
孩子创作时的细节状况。

我希望，通过此书，能让读者得

到以下五个方面的收获，并将这五项
付诸行动：

第一是尊重，即尊重儿童身心发
展的客观规律，尊重艺术的创造精神
和审美原则，这也是“艺术儿童”教育
理念和课程体系的核心。

第二是装备，即装备我们成人的
爱心、知识、视野，让我们对于儿童和
艺术都有足够正确的了解，能用丰富
的知识来充实自身。

第三是供应，就是为孩子提供他
们真正需要的绘画条件和空间，能让
他们天性中的创造潜能没有障碍地
自由流淌。

第四是协助，即在孩子需要的时
刻，协助他们突破自身和所受教育的局
限。父母、教师对艺术教育的正确认
识、启发与肯定的态度、让孩子自主创
想的教学内容，以及儿童之间快乐开放
的评价等，都是给予孩子必要的帮助。

第五是回应，即对孩子的作品和
创作过程中渴望向我们展示分享的
部分，做出及时的回应，并满怀理解
和赞赏，视他们一点一滴的畅想为珍
宝，以激励他们持久的创造热情。

“艺术儿童三部曲”（《住在艺术
里的孩子》《家中的艺术课堂》《孩子
眼中的世界艺术》） 胡晓珮 著
商务印书馆

来吧，让孩子住在艺术里
胡晓珮

新书赏

品书斋

薛兆丰，“得到”APP 《薛兆丰
的经济学课》 主理人，长期关注法
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其作品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
的认识。

中信出版集团最新推出的 《薛
兆丰经济学讲义》 用大量简单、真
实、有趣的中国案例，解释、印
证、推演经济学原理，介绍了众多
经济学大师的思想。薛兆丰善于把
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直接的方式说清
楚。书中讲解了生活中不可能绕过
的经济学核心概念，比如稀缺、成

本、价格、交易、信息不对称、收
入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
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经济学分析，
更实际、更有趣、更深入和彻底地
将经济学思维运用于各种实际场
景，帮读者绕过经济学花招，理解
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从而启发读
者将同样的思维运用到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摆脱直觉和经验的控制，
拥有可以举一反三、能够学以致用
的知识体系，从而对这个由海量陌
生人连接而成的社会做出恰如其分
的反应。 （小暖）

跟薛兆丰一起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

渐隐的静谧

·局部

（铜版

）

广州美术学院

冯柳燕

推陈出新 以文化人
——记河南省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建设——

凸显自然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占地面积近 80 亩，
建筑面积 4 万多平方米，布局科学合理，建筑
错落有致。如诗如画的校园风光，浓郁厚重的
文化气息，无不给师生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为达到环境育人的目的，学校精心设计，
打造花园、乐园、家园式校园，校园绿化面积
20314 平方米，花木种类近百种，做到了四季
常绿、四季有花：成功路上玉兰皎洁、掩映枝
头；绿廊阴下紫荆花开、丁香袭人；风华池边
睡莲绽放、小鱼嬉戏；德馨亭外竹影婆娑、木
瓜飘香。如今，校园建有园林和雕塑景观神
怡、凌云、灵慧等共 10 处；社会各界知名人
士为学校的题词 6 处，建校 90 周年校园文化景
观校歌碑、爱满天下、海棠文学社等 6 处等
等。校园文化氛围浓郁，处处有情、处处有
意，精心雕琢又与校园环境恰到好处地融为一
体，优美的环境起到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潜移默化的效果。

制度文化建设——

凸显管理与科学精神的融合

健全的规章制度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思
想和言行具有规范引领作用。多年来，学校领
导班子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汲取知名企业文化
精髓，树立“日事日毕，日清日高”“人人是
才，赛马不相马”等先进理念，践行制度创新
与科学管理，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最
终实现校园管理的民主化。

所谓刚性管理，就是依靠制度进行管理。
刚性管理的要义是制度的建立要征得大多数人
的支持；其次要坚决贯彻落实，不能是一纸空
文，只讲形式；其三是要一视同仁，在执行中
不走样、不变形。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依法
治校”。

柔性管理是相对刚性管理而言的。它以文
化为视角，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
上采用非强制方法，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潜在
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人们的自觉行
为。

找到管理中刚柔之间的平衡点，做到刚柔
相济，就可以将管理做得更完美，更符合实
际，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提高
管理的执行力，让管理效益实现最大化。为
此，学校充分发挥教代会、党代会、工会、青
年教师座谈会、离退休老教师代表座谈会以及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职能。在基建、采购、招
生、教学、岗位设置、晋级、职评、评优评
先、培训进修等各方面广泛听取师生建议，进
行民主决策，凝聚人心，做到公平公正，校务
公开。

精神文化建设——

凸显传承与创新精神的融合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学校在重视物质文
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同时，更强调把有形文化

转化为奋发向上的精神能量，最终实现对精神
文化的追求。

营造班级文化，打造和谐校园。二十五中
把校园文化的细胞——班级文化，作为学校文
化建设的一大抓手，突出班级文化建设的特
色，通过板报、班会、誓词、班主任寄语、寝
室文化、班级文体活动等增强班集体凝聚力，
促进班风学风。

健全学生社团，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以校
团委牵头、学生处协助，成立丰富的学生社
团，制定章程、选派特长教师担任顾问，丰富
学生业余生活，培养学生健康审美、提升学生
素质。如今学校有学生社团 52 个，涵盖学术
科技、人文社会、文艺娱乐、体育竞技、综合
服务五大类别，全年组织社团活动百余项，累
计参与学生总人数达 2000 余人次，成为开封
市教育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因为学生社团建
设成绩突出，校团委先后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河南省五四红旗团委、开封市五四红旗团
委等荣誉称号，男篮二队团支部获全国优秀团
支部称号。涌现出全国优秀中学国学社团——
月移花影诗文社、小草读书社；开封市优秀社
团——正义之光法律社、风俗文化社、镜火流
花戏剧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月移
花影诗文社、佳数数学社、雏鹰记者社、舞动
人生舞蹈社。还有王俊朋同学获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称号，王俊朋、张燕两位同学荣获“全国
最美中学生”称号等等。

开发个性资源，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学校
每周的“周末文艺广场”和每年的“玉兰文化
艺术节”成为学生期待的品牌艺术活动。每周
五下午第四节课后晚自习前，由学生自编、自
导、自演的“周末文艺广场”在学校篮球场主
席台开演，因其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贴近学
生，备受学生喜爱；同时学校从校花广玉兰中
挖掘“襟怀坦白、热烈顽强、力争上游”的玉
兰精神，每年举办一次“玉兰文化艺术节”，
已经连续举办 5 届，艺术节活动内容丰富：政
治周、数学周、体育周、语文周、英语周、地
理周、历史周、物理周，周周精彩纷呈，期期
引人入胜。同时摄影书画大赛、风筝比赛、玉
兰讲坛、文艺汇演、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丰富
了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成绩斐然。校男子篮
球队连续多年称冠开封，2017 年校男子篮球队
两次获得开封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之冠，2018
年 5 月，校男子篮球一队、二队分获开封市中
小学生篮球比赛冠亚军，男子足球队获得开封
市“市长杯”之冠。在 2018 年的开封市中小
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二十五中田径队双双荣获
男女团体总分之冠。

探索育人新途径，丰富德育文化内涵。围
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高中生”这一总
体目标，学校提出了让二十五中的学生更知礼
仪、更富活力、更会学习、更优成长的培养目
标。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校长—德育副校长
—学生处—班主任—学生”“校长—教学副校
长—教研组长—教师—学生”“党委书记—团
委—团支部—学生”的“三线四级”德育管理
网络机制，进行分线管理、分级落实、齐抓共
管。通过构建完善的德育体系，创新德育形
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进一步凸显二十五中德育活动的网络
化、课程化。

一是巩固传统德育优势。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员育人、全科育人、全程育人”的德
育新理念，巩固以新生军训、主题班会、升旗
仪式、成人仪式、家长会、法制教育基地、校
史馆、广播站、学生社团、周末文艺广场、体
育艺术节、玉兰文化艺术节等为载体的、富有
实效的德育工作形式，并在丰富德育内容、增
强德育实效上努力创新，使学校德育特色进一
步彰显。

二是德育活动课程化，增强德育的科学
性、实效性。德育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一次次
具体的活动，课程化必然有课程目标、目标的
达成措施以及效果的反馈，而效果反馈是检验
德育效果的绝佳途径，因此，将德育纳入校本
课程建设本身就是对德育实效性的探索，也是
德育活动的必然发展，为此学校在总结德育特
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
涵、提升其品位、增强其实效。

三是家校沟通、形成合力。为探索新时代
家校有效协作、为广大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智力
支持，家校沟通形成教育合力，为学校健康发

展提供外力支持，二十五中自 2015 年开始创
办“家庭教育学校”，每周三的家庭教育学
校、每周六的家庭教育论坛风雨无阻，成为
开封市家庭教育的亮丽名片，截至目前，二
十五中的家庭教育学校已举办讲座 90 余场，
受益家长两万余人次，举办论坛 30 余次，受
益家长 4000 余人次。2017 年，二十五中家庭
教育学校被市文明办命名为“学雷锋志愿服
务示范点”，学校还被评为河南省家庭教育先
进学校。

四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完成学校心理咨
询室的改造，每天两次开展心理咨询活动，为
了增强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师资力量，在 4 名专
兼职心理教师基础上，又外聘了 18 名经验丰
富的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实践经
验丰富的兼职心理教师，全方位为未成年人提
供心理咨询服务。学校心理咨询工作也吸引了
众多校外未成年人，辐射作用初步发挥，2017
年，二十五中承办了 3 次市级大型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展示，并荣获“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示范校”荣誉称号。

河润万物，孕育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中小学
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依法治校先
进单位、全国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和谐校
园先进校、国家级别体育传统项目 （篮球） 学
校、国家教育部门—河南大学本硕一体化卓越
中学教师培养计划合作学校、河南省级示范性
高中、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文明单位标
兵、河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河南省师德师
风先进校、河南省家庭教育先进集体、“全国
创·造教育基地”称号、河南省教师发展学
校、河南省首届“金烛奖”教育改革先锋学
校、2018 年荣获“中华百年名校”等近百项省
部级荣誉。

二十五中将继续秉承百年名校的文化精
髓，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先进文化，在传
承中创新，在挖掘中提炼，在积淀中升华。
将校园文化内化为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在
宋立虎校长的带领下，努力将开封市第二十
五中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高中！

（赵志峰 刘建华）

文化是学校的育人土壤，是学校
创新的基石，学校文化是历史的积
淀、是学校的灵魂。学校有文化，才
有凝聚力；课堂有文化，才有智慧
力；教师有文化，才有人格魅力；学
生有文化，才有思维活力。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在近百年的
办学历程中，弘扬和培育先进文化，
构建了体现时代特征与学校特色的校
园文化体系，铸就了“爱国、民主、
奉献、创新”的二十五中精神、“以人
为本、和谐发展”的核心办学理念和

“立德、立志、立行、立业”的“四
立”校训，以文化人、相容共鸣，极大
地提升了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