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04文化周末 中国教育报文化读书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主编：王珺 编辑：王珺 设计：丁京红 李坚真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古人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
们说这句诗精准地描写了旅途早行的感
受，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孤独的人因为赶路
而尽早出发，却意外地发现寻常生活的独
特之美。庸常的大众总是往人堆里扎，孤
独的人选择独自前行，独赏美境。

在微寒的黎明上路，浑身生起热热的
快感，很想登高一呼，却又宁可沉默，而文
字已在暗处郁郁勃发。路遥说，早晨从中
午开始。每个人的生理时间不同，但必有
一个时段是思想最激荡、灵感最包孕、精神
最鼓舞的，我愿意把它称为“黎明时分”。

文学从来不狂欢，亦不彻底绝望。文
学志在表现浩荡的可能。人们可以在文学
中找到鬼魂、面包和地平线，但绝不会只
有地狱。

这是我以为的文学，像一场隐秘的失

恋，横贯终生，长留人间。
也许，黎明特别想看到那些从无壮辞

呐喊、只是默默行走的人们。他们背对世
人，才能面对自己；他们看清自己，才能
走向世界。

文学是匍匐前行的，但它的每一寸探
索都会变成辽阔的疆域，它的每一个伤疤
都会完成内心和谐的图景。

这是我以为的文学理想，像巨人的失

语，世间满目疮痍，唯有沉默的书写，唯
有和永恒拔河，永恒才可能惊鸿一瞥。

这一年，我见到了很多文学和文学理
想，他们向我呈现了人类千姿百态的容
颜。

他们诉说一切，眼神忽闪，原来文学
是无羁无绊的聊天；他们描述一个转瞬即
逝的想法，飞鸟在空中闪过，原来文学是
灵性的调皮捣蛋；他们说话像发子弹，沉

默像拍默片，原来文学是动静相生、虚实
相融；他们看一切可看之书，写一切可乐
之文，原来文学是大无用之大快乐。文学
是门后的门，路尽的路，无始无终，无穷
无尽。

他们和文学相亲相爱，小心翼翼地试
探，无微不至地关怀，文学赐予他们颤
栗，他们为掌握文字的秘密而激动不已。
从投稿到约稿，从报纸到杂志，从诗歌到

小说，从短章到长歌，从耍弄文字到分娩
思想，从垂首而思、端凝入定到扬眉出
鞘、斩金获银，从一切熟谙的经历中跳出
来，走向无限新鲜的可能。

这一刻，我清晰地知道，我们的孩子
早已出发，目光熠熠，他们比我想象的要
壮阔，要深沉。

文学应是黎明，有光和亮，有对黑夜
的包容和对日出的礼赞。

文学理想是奔赴黎明之约，是将有限
的光华融入光芒万丈的宇宙，是将无数个
这样的微我喷薄而成太阳。

黎明在一滴露的细光里，将自己的身
影擦亮。我们在黎明的身影里，将自己的
声音寻觅。

（作者系浙江绍兴一中养新文学社指
导教师）

文学理想是奔赴黎明之约
范玲玲

开学季，新生入校，社团
招新。

眼前是一张不宽的白色
长桌，上面整齐码放着我们编
的科幻杂志《朝闻道》和报名
表，口袋中还塞着从食堂里匆
匆买来的汉堡，散发着余温。

又看了一眼我们精心设
计的海报，上书五个大字“星
航科幻社”，安慰自己：科幻这
么酷的东西，应该很吸引人
吧。

一个高一新生走过来。
有些紧张，有些激动，我们
已经把报名表拿了起来。“同
学⋯⋯”话语未落，他已绕
过了我们这一张小小的长桌，
向后方拐去。

失落地放下了手中的报
名表。时间都过去这么久
了，我们星航科幻社还是一
个人都没有招到。社长倒是
一副饶有把握的样子，道：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我们懒得理他，又去盯那个
原可有幸成为高一新社员第
一人的背影。他正在挤满人
的心理社和 Rap 社间纠结徘
徊，踌躇不前。

身后的热闹可以说是翻
了天，但与我们毫无关系。突
然背后被拍了一下，回头一看
才发现是一个老社员。只见
他神情紧张，举手投足间带着
一点鬼鬼祟祟的味道。果然，

拉开上衣拉链，贴着“心理社”
标的大喇叭露出一角，他的语
气颇为自得：“我整了这个
来。”我们干脆利落地把心理
社的标撕下，拿起大喇叭开始
宣传起来。有了大喇叭的支
持，人气瞬间爆棚。

小小的一张桌子很快被围
得密不透风，几本《朝闻道》被
来回传阅，几乎要被翻卷了
页。突然，一个高一新生问：

“学姐，科幻社是做什么的
呀？”我们在他认真的眼神中
仿佛看到了去年的自己。

那时我们觉得，高中的学
生社团是个谎言。

记得我们元旦策划的科
幻迎新快闪活动，前前后后多
日谋划、准备，才有了那次科
幻狂欢：世纪广场上，刚刚吃
完午饭的同学三三两两，平静
的校园生活激不起一丝波
澜。伴着一架来自未来的无
人机款款降落，显露出新年的
锐气，人们聚向广场中央。
四驱旋翼降落，活动拉开帷
幕。同学们领取明信片和纪

念笔，在上面写下新年的祝福
与期盼，寄向远方，寄给未
来。活动后，我们把剩下的特
制纪念笔和明信片搬回办公室，
想到下午的数学月考，疲惫伴着
紧张袭来。

记得寒假前我们参加南京
市中学生“十佳社团”评比答
辩，本应被分在综合组的科幻社
却被分在了科技组，不得不与机
器人、编程社团展开角逐。我们
将稿子写了再删，删了又写，反
反复复修改，还数着秒表演练，
不停调整语速，直到流畅完美为
止。记得最后我们把十佳社团
奖杯举起时，觉得特别沉，有一
种想哭的冲动。

当午餐时间一到，理事们
就逆着涌向食堂的人潮，揣着
从食堂抢来的汉堡，赶赴曹老
师的工作室开会商讨下一个活
动；当全校陷入安静的午休，科
幻社的成员就像特工队悄悄潜
回各班的教室，一抬头看钟，原
来午休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们看《三体》，看《火星照
耀美国》，看《中国轨道号》。

我们组织科幻讲座、读书
会，与顶级科幻作家对话。

我们参加蓝星球电影周，走
入形如飞碟的场地内，迷幻的蓝
色灯光如丝如缕地漂浮在空中，
动感的摇滚音乐震耳欲聋⋯⋯

在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中
去组织社团活动，是一件非常辛
苦的事。但我们过着比绝大多
数高中同龄人鲜活的生活，过着
我们想要的生活。

当我们畅谈星际、未来、宇
宙时，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更多的
现实问题背后去搭建科幻架构
时，当我们拿起笔时，抟扶摇而
上者九万里——你能体会那种
肉身被困于一隅，但精神在九万
里高空翱翔的心灵自由吗？

当然，在夜深人静时，在
课业压力涌来时，万般无奈涌
上心头，也曾想过放弃。但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

从我们加入星航科幻社的
那一刻起，一切已经变得不再
普通。

于是，我们看着那位高一
新生，认真回答他：“有很多精
彩的活动，有一份别样的高中
生活，但也会很辛苦。”“好
吧，那我试试。”他略作思考，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用热爱作动力，想在
无边的宇宙中，造一颗颗星星。

（作者系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星航科幻社成员）

热爱与星星
刘逸霏 唐小清 李苏宸

确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1998年，我主持的以“扩

大阅读写作量，培养创新意
识，铸造健全人格”为内容的
语文教改，在山东省实验中学
拉开了帷幕。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发
表的平台，配合语文教改，
1999年春天我们创办了校刊
《空间》。草创之时，学生编辑
和指导老师对杂志的排版印
刷全然不懂，好在我们不乏
激情与干劲。我和李满、刘
敏、康永几位青年教师与学
生一连几天在办公室，每天
都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我们
管学生编辑叫“小编辑”，当
时的小编辑陈娜在一篇文章
中曾这样回忆：“老师们和我
们一起干到很晚，累了就背
诗、吼歌⋯⋯”歌声从长满爬
山虎的教学楼中传出，回荡在
空寂的校园里。那时高一高
二不上晚自习，每到编辑《空
间》的时候，和学生加班是常
事。常常是我们几个老师自
掏腰包请学生吃盒饭或包子；
改善一下，就是学校对门还算
像样子的“田园饺子”。“田园”
早已不在，但在小编辑刘潇潇
的文章中却留下了这样的记
述：“记得创刊期间为了赶时
间，刘晓菲与陈娜一边工作一
边互相喂饺子吃的温馨；还记
得为了精益求精，刚回到与学
校相距甚远的家中的付洛霆，
一个电话便无怨无悔地又回
到了学校，一直忙到深夜。”有
时家长不放心来接孩子，常常
是夜里十一二点，家长、老师、
学生共同研讨一个版面。放
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在《空
间》发展的这些年中，又有刘
庆华、李鸿杰、柴西芬、曹文
辉、陈鑫等青年老师加入到指
导教师的队伍中来，学生们则
是老编招聘来小编，扶上马，
送一程，老编毕业离开了，小
编就成了老编。就这样一级
一级地传下去。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小编
辑是我带的1998级（1）班的
语文课代表刘晓菲。在《空
间》拟办之初，她对电脑排版
系统不熟悉，硬是凭着极高的
悟性和韧劲一晚上学会了。
连续几天她和几个志同道合
的同学白天上课，晚上办刊，
不到一周的时间她们就办出
了颇具专业水准的校刊《空
间》。随着不断的选稿、改稿，
晓菲的写作水平也直线上升，
有时《空间》没有卷首语，我会
临时让她起草一篇，她便对着
电脑噼里啪啦十来分钟“草”
一篇，还甚合我意。她参与编
辑的几期《空间》，卷首语几乎
都是她“噼里啪啦”出来的。
这时她的周记也结束了连载
了近半个学期的科幻，开始写
身边的故事了，眼睁睁地看着
她突飞猛进，不能不感叹她对
新事物的敏感。

刚读完《挪威的森林》，你
就会在第二天的作文中发现
村上的影子；刚看了《萌芽》，
你就会发现校刊《空间》她排
的版面已是准《萌芽》版式了，
而且会比《萌芽》更前卫。那
种对美的敏感与追求，在晓菲

的身上频频闪现。因此，她连
续两届获“新概念”作文大
奖，我毫不惊讶。晓菲曾对旧
友戏称自己“被一个很有魅力
的语文老师感染，从而由一个
天才的理科脑袋堕落成一个文
学爱好者”。不过晓菲还是学了
理科，最终是在康奈尔大学获
得了理科博士学位。

由于《空间》内容广泛，政
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音
乐、体育、电脑等方面都有所涉
及；形式多样，小说、散文、诗歌、
时评、科幻无所不包，所以受到
学生欢迎。1998级（1）班王伟
在周记中写了一段他初恋的经
历，我把它刊发在了《空间》的第
一期，此文在学生中引起震动，
还被收入《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
选》，著名作家苏童在点评中对
小作者的才情大加赞赏。

语文教改极大地激发了学
生们的创作热情，那些年每到

“新概念”作文大赛征稿时，实验
中学就像在过节，许多学生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每到课间，我
的办公室热闹极了，学生们纷
纷拿着习作来给我看。

在创作上最亮眼的当属
1998级的张悦然，她的《陶之
陨》 在 《空间》 第六期刊登
后，在校园引起强烈的反响，
引得许多学生真的到陶吧去寻
找主人公梵小高。第八期的
《空间》就发表了一位学生记叙
寻找梵小高经历的文章。后来

《陶之陨》获全国“新概念”作文
大赛一等奖。悦然在《空间》发
表的每一篇小说，都成了实验学
子争相阅读的热点文章。

我们还一改过去文学社的固
定模式，各种与语文有关的社团的
门都是敞开的，组织是松散自由灵
活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随时参加，
你的语文水平不一定有多高，只要
有兴趣就可以来。无论是文学讲座
还是各种文学研讨会包括与著名作
家的座谈（张炜、李贯通、左建明、林
清玄、张艺谋等曾来我校演讲）都张
贴海报，不限制人员，能容纳五百多
人的科学报告厅时常爆满，过道上
学生席地而坐是常事，每次活动之
后，学生还会在网上评说。在大语
文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学生的素质
得到了整体提高。

那些年《空间》有近三分之一
的稿件被全国各级各类期刊转载，
已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中
学校刊。那时每当新一期《空间》
印出来，学生们争先恐后地阅读，
济南市的一些初高中学校还会来
购买，山大、山师大文学社的大学
生们拿着他们的社刊和我们交
流。记得时任全国中语会会长的
苏立康教授看过几期《空间》后，惊
异于学生的写作水平和视野，特地
嘱咐我寄几本给章熊先生。苏教
授也在专著《中学语文教学》中谈
到了实验中学学生的写作，还引用
了几篇学生的文章。

教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1
年《中国教育报》也报道了山东省
实验中学以读促写的教改实验。
2007年“中华名校佳作”山东省实
验中学卷《空间——作文之旅》出
版，按照丛书的体例应是主编写
序，但我觉得悦然是写序的最佳人
选，因为她是山东省实验中学的
骄傲，是《空间》的杰出代表。
悦然也欣然应允，以《深埋土下
的根系》为题作序。她在随序发
来的信中写道：“在写这篇稿子的
过程中，想了很多从前的事，感
慨万千。《空间》就像您的孩子。
不仅《空间》，我们都是您的孩
子。我们都在默默地看着，看和
我们同龄的《空间》走得更远。”

许多年过去了，览读旧日文
稿，依然感慨系之。

我也在看着《空间》曾经陪
伴过的那些少年走得更远！

（作者系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特
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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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又到栀子花开的季节，莘莘学子即将升入更高一级学府或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校园生活与青春年少一起写进记忆深
处。然而，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社在一代代人的成长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期文化周末聚焦“校园文学社”话
题，邀请名师王岱回忆二十多年前带领现已成长为青年作家的张悦然等学生创办文学校刊的往事，以及文学社指导教师谈中学校园文
学社建设的观点文章、学生视角的社团招新故事等，希望引发读者对文学、成长、学生文化社团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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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蓝天文学社一年后，
我汇编了一册社员作品集，恳
请于漪老师题写了书名《腾跃
蓝天》，这是2001年的事情。
十年后，我工作调动到了草塔
中学，在学校和语文组同仁的
支持下创办了逸园文学社，至
今又是十年。二十年点滴涓
涓细流，虽不成大河滚滚但依
旧顽强流淌。我想用“语·文·
人”三个字来概括自己对文学
社建设的体会和思考。

所谓“语”，就是语文素养：
文学社是课外的，更是语文的。

学校为什么要创办文学
社？首先，从学科层面看，文学
社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补充，是
培养和提升语文素养的主要
途径。它可以以课外活动的
形式弥补语文课堂教学的不
足，就像《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中说的那样，是一种值得建
设的“语文学习共同体”，可以
帮助学生“形成个体言语经
验”。其次，从学校层面，是校
园文化的主要阵地，有助于提
升学校软实力。

文学社建设最难的是规
范活动，让文学社活动真正成
为语文课的有效补充。我的

做法是精心设计话题，如“文学
写作力的构成”“文学就是对现
实的改写”等等；同时采取一定
的教学策略，如讲课或交流时
采取思维导图的方法，并告诉
学生，思维导图是一种高效的
语文学习方法。很多社员将这
一方法落实在记课堂笔记和构
思文章上。语文课程标准推出
后，我认识到，文学社就是依托
思维、审美和文化的知识背景，
来培养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的
核心素养，所以能较好地牧养
学生的个体言语经验。

所谓“文”，就是文学力
量：文学社需要专业指导。

有些学校文学社创办后，
无法有效而深入地展开工作，
我以为很大原因在文学指导
教师。并不是拉出任何一个
语文教师来就可以指导文学
写作的，文学社指导老师，首

先应该是一个懂文学、爱文学、
会写文学作品的专业教师。

逸园文学社报名要求是“爱
读爱写文学作品、能够提交一篇
文学作品”。每一届招新之后，
我对新社员都要上一课“走进文
学的殿堂”。在第一课上，我告
诉他们“文学不是作文”，文学与
作文之间的种种差异，尤其强调
文学社不是写作补习班，也不是
写作提高班，而是一群爱读、爱
写文学作品的人的聚集地，帮助
他们正确认识文学社功能。再
就是结合一些作家经历阐述我
的文学理念，“文学由梦想、坚
持、成果、技能‘四位一体’构
成”，文学=梦想+坚持+成果+技
能。没有梦想，就走不进文学的
大门；没有坚持，文学之路就走
不长久；没有作品，文学成果就
等于空话；单单有真诚而没有文
学写作技能，文学之路就会走得
庸俗。四者缺一不可，构成了

“文学精神”。我认为，一个没有
文学精神的文学社，绝对不是一
个优秀的文学社。

所谓“人”，就是学生成长：
学生是需要激发和培养的。

一个文学社，如果学生参与
度不高，是难以持续发展的。我
们对社员的目标是：加入文学
社，促使他们个性发展，给他们
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在此基础

上重新认识自我，激发内动力，
充实学习和生活的信心。从逸
园文学社这十年的状况看，这个
目标还是基本实现的。这是因
为我们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活
动设计，来强化学生自我教育，
促进学生自主成长。

文学社社员的参与度，主要
是完成写作任务。我们常常进行

“主话题写作”，这里的主话题往
往以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活
力为主，比如“我和电影的故
事”“暖”等主题，学生的作品
完成度高。

我们每年春秋两季编印
《逸园文学》杂志。如何编印好
杂志对我们文学社来说是大事
件，需要大家坐下来讨论，后来
就形成了一套程序。基本由学
生自主完成，文学指导老师的主
要任务是指导编辑按照主题选
稿，建议分块编写目录等。

激发学生的文学心，更主要
的是加深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寒
暑假家长往往会带学生外出旅
游、下乡，我就鼓励学生写所见
所闻，特意强调不是写游记，而
是类似茅盾先生倡导的“社会速
写”，也就是当下倡导的“非虚
构写作”。

目前，中学校园文学社确
实存在关注度高而研究不足、
活动开发不丰富的状况，尤其
是高中校园文学社因为高考压
力而容易产生无法定位的尴尬
局面。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
温儒敏先生特别强调要重视文
学写作，这对文学社建设而言
是开启了一扇门，提供了舞台
也迎来了挑战。

（作者系浙江省诸暨市草
塔中学教师）

中学校园文学社的三个关键字
边建松

⦾教师视点

张悦然（中）回母校
为学弟学妹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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