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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本关于《红楼梦》解读的
书，初看书名，并不能强烈地引起
我的阅读兴趣。一是《荣国府的经
济账》，题目类似从社会学或经济
学的角度解读《红楼梦》，似乎偏
离了《红楼梦》的文学属性；另一
本就是《红楼十二钗评传》（插图
增订本），我的印象里，“评传”的
主人公当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
人物，而为小说人物写评传，似乎
显得“另类”。

但是，一旦当我打开这两本书
时，便不能停下了——《荣国府的经
济账》给我印象尤深的是通过经济
的视角，对李纨的判词作出了更为
合理的解读。而《红楼十二钗评传》
更是给我以“静水流深”的感受，将
我之前注意到的人物或没注意到的
细节一点点串联起来，有了整体的
感受。该书评述了正册、副册、又副
册的 15 位女子和贾宝玉，共 16
人。每一人物由五部分构成：身份、
貌、情、才、结局。《红楼十二钗评传》
之“深”，一在“传”，二在“评”，析言
之，在于以下数端：

第一，“情”“才”两部分的设计，
给人拨云见日之感。一般读小说，当
然都会注意到人物形象，或者说人物
性格。但这太笼统了，就《红楼
梦》本身而言，人物形象和性格集
中展现在哪些方面？从甲戌本的题
诗“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
长”，以及“本书大旨谈情”来看，“情”
应当是作者着力表现的一方面；而有

“情”人的“恨”从何而来？那就是生
不逢时，也就是第一回石头上偈语
所说的“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
若许年”。“生不逢时”的人，首先必是
有才之人。仅《红楼梦》回目中的直
接表述，就有“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天伦乐宝玉
呈才藻”；“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情
中情因情感妹妹”“识分定情悟梨香
院”“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呆香菱
情解石榴裙”等，可见“才”与

“情”在《红楼梦》中的分量。
同时，《红楼十二钗评传》对

“情”的解读是多方面的，这就突破
了把《红楼梦》看成一部“恋爱小说”

的限定，在普及传播《红楼梦》时自
觉展现了其深刻的内涵。如，宝玉
之情，既有对“痴心恋人钟情”，又
有“闺阁良友的体贴”，还有对迎
春等的“手足之情”。最为精彩的
片段之一是凤姐之情，包含了对
夫、女、贾母、宝黛的用情，大大
丰富了一般读者对王熙凤的认识，
恰是凤姐形象立体化的生动展示。

第二，能够用简练的语言，将对
书中人物的认识表现出来，起到纲
举目张的作用。如果说用优美的语
言体现的是作者的积累与才性，那
么用简练精准的语言，则体现的是
认识与思维。概括人物的性格有两
忌：一忌大而空，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善良、有才、坎坷。二忌细而碎。
《红楼十二钗评传》则恰到好处，画
龙点睛，如评论宝钗之貌，为“丰润
之美”“淡雅之美”；之情，有“情不自
禁”“含蓄内敛”等。尤其是对凤姐
的口才用“欢声笑语”“花言巧语”

“唇枪舌剑”三个词相区别，同中求
异，条分缕析。这样凝练的语言，书
中俯拾皆是。

第三，在引文关键处，充分利用
不同的版本来为评价服务。《红楼
梦》毕竟是一部小说，考证应该是手
段，文学性的研究与鉴赏才是目
的。《红楼十二钗评传》中尤为突出
的一例是宝玉挨打后，宝钗探望宝
玉：“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
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

忙咽住……这是我们常见的版本。
在《红楼十二钗评传》中，则指出列
藏本等四本是没有最后一个“疼”字
的。这样的文本，与后文“刚说了半
句”正相吻合，也与宝钗含蓄内敛的
形象一致。在介绍人物身份的时
候，作者亦列举不同版本。如迎春，
有“妾生”“前妻生”等不同的记载，
《红楼十二钗评传》参照书中其他处
的描述，证明其应是庶出。

第四，选择前人精当评价来深
化《红楼十二钗评传》的论述。引用
评价，如不能水到渠成，无论前人的
评价如何精当，也便失之于空疏。
高明的引用者，定会使其为我服务，
水到渠成，画龙点睛。

这就首先要求著者自己对文本
有较为到位的认识和体会，它需要
摆脱任何模式化的评价，颇为不
易。贾府对宝黛婚姻的态度，论者
一般或以元妃的反应作为依据，或
以宝黛的性格、地位是否符合贾府
的期待作论述，但这些都显得

“隔”了一层，因此结论并不能让
人信服。《红楼十二钗评传》能够
用王熙凤的表现“既吃了我们家
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等
来作依据，表明凤姐对黛玉的态
度，就显得亲切，易于接受。

同时，《红楼十二钗评传》也是
独具慧眼的。如探春出场，“见之忘
俗”，这是读者都会注意到的描写，
但是该书进一步评论道，“这是林黛

玉的观后感，她那样一个高雅脱俗
的美女见了探春之后总体感觉都是
忘俗”，这样正衬，探春之“不俗”就
更深入人心了。又如，一般读者对
王熙凤的认识，或许停留在“放诞嬉
笑”上，尤其是“我来迟了”这句典型
语言，但《红楼十二钗评传》评论道：

“（王熙凤）却从来不在规矩上有差
池”，发人所未发，足供深求。

至于《红楼十二钗评传》之
“静”，除了语言娓娓道来之外，更重
要的是对待后四十回的态度，中正
和平。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众说
纷纭，甚至不容于水火。写“评传”，
自然离不开后四十回的内容。曹立
波曾有《〈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雪
芹残稿和程高补笔》一文，认为：“带
有曹雪芹残稿特征的文字主要集中
在第八十四回至第一百十二回；而
不符合前八十回伏线的情节多集中
在全书后几回，因其缺失或不全，为
程高所补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在
评述每个人的结局时，态度也就较
为持正。或排列众说，断以己意，
如黛玉、宝玉；或在列举八十回的
线索后，指出“与前八十回预示不
符”（香菱等）而已。

《红楼十二钗评传》的插图也
别具匠心。扉页一大幅“寿怡红群
芳开夜宴”，正是把《红楼十二钗评
传》主人公都“一图打尽”了，作为插
图，或许没有比此图更合适的了；此
外，对于每一个评述的人物，都配以
程甲本的插图，图上的文字作者都
综合数本做了校勘。这些配图，如
果与前几年随处可得的以改琦绘
本、戴敦邦绘本和现在一哄而上的
孙温绘本作插图相比，更能体现作
者的审美品位和内心安静吧。

《红楼十二钗评传》评价林黛
玉教香菱学诗的过程，“有一整套
系统的教学实践”：循序渐进、循
循善诱、温故知新、余音绕梁。该
书的写作本是基于《红楼十二钗评
讲》的国家级精品课，我想，如果
借用这个评语来评价《红楼十二钗
评传》这本书，也不为过吧。

（作者系北京一零一中学高级
教师）

静水流深
——读曹立波《红楼十二钗评传》

韩璐

读家报道
《春雪》讲述了少年许三

江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爸
爸许胜利长期酗酒，妈妈雪媛
失望透顶，回到北大荒老家，
留下三江一个人独自面对生
活。三江在邻居街坊的帮助
下，以孩子柔弱的双肩扛起拯
救父亲的责任，监督和陪伴父
亲渐渐戒掉酗酒的恶习，重新
找回对生活的自信心和责任
心。文本塑造了三江、明秋两
个性格鲜明的少年男女形象，
也刻画了那个时代真挚的发
小情意、真诚的街坊感情和淳
厚朴实的伦理价值风尚。

少年视角与胡同日常 小
说通过少年三江的视角，重现
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胡同的
日常生活图景。回城知青在
胡同里安顿着自己的婚姻和
情感，过起了柴米油盐、生
儿育女的日子，少年视角过
滤了成人世界饮食男女和家
长里短的芜杂，更加专注于
胡同日常对于少年心性的浸
润。比如胡同口人气小店来
来往往的街坊们是日常的底
色；豆浆、油条和卤煮的香味
是日常的味道；夏爷爷夏奶奶
为了建国叔叔娶媳妇，搬回
乡下老家，是生活内瓤子里
的不易；建国叔叔和明秋妈
妈对三江的支持和帮助，是
孤独寂寞中归家的温暖和依
靠……尽管带着生活的伤痛
和不堪，老北京胡同的日常
依然是静谧安然的，文本叙
事也带着悠然的节奏和韵
味，缓缓地讲述那个时代的少年
和少年的成长。

倒置的亲子关系与建构的成长 小说设
置了酗酒的父亲与帮助父亲戒酒的儿子，父
亲的责任、榜样和权威全然被解构，这是非常
独特的倒置的亲子关系。小说通过许胜利酗
酒造成的一次次后果，讲述了酗酒对家人和
他自己的严重伤害。然而许胜利清醒的时
候，又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且有爱的人。书
中写了三江直面坍塌的父亲形象，以一颗向
上而阳光的心灵去改变父亲许胜利的恶习，
最终在街坊邻居和明秋姐姐的鼓励、帮助下，
让父亲戒除了恶习，也挽救了父母的婚姻，让
自己的原生家庭度过了危机，重新变得温暖
和谐。小说文本正是在这种倒置的亲子关系
中，体现了少年三江对于成人世界缺陷、错误
和陋习的观察和体验，面对无法自律的父辈，
少年身心无疑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书中非
常细腻而真实地摹写了少年独自面对艰难生
活的恐慌、孤独和无助。

书中同时又讲述了少
年三江的行动能力，他做了
一个成年人都难以做到的
事情：和离家的母亲约定团
聚的时间，努力弥补父母情
感的裂痕，尽力照顾醉酒和
抑郁的父亲，帮助父亲从失
业的低谷中走出来等，表现
了少年三江乖巧而独立的
性格，懂事、知礼、自尊的品
性。

时代伦理风尚与成长
的质地 这是一部反映20
世纪80年代少年的成长小
说，小说将少年视角和地域
伦理风俗紧密勾连，在倒置
的亲子关系中凸显那个时
代青少年的阳光善良和独
立自尊。同当下时代的紧
张、功利和拜金主义的社会
风气相比较，那个时代的社
会风气恰恰是宽松、朴实和
充满人情味的。正是在这
样的时代伦理风尚中，少年
男女的成长才有可能是充
满着美善质地的成长。

总而言之，《春雪》讲述
了特定年代北京胡同少年的
日常和非日常的生存状态。
胡同日常的经典场景、气味
和人伦风情滋养着少年和少
年的时代。在倒置的亲子关
系中，少年许三江却建构了
富有质地的阳光成长，他的
少年成长和上个世纪80年
代朴实诚挚的社会伦理风尚
一脉相承。那时候普通老百
姓生活简单、单调甚至于拮
据，但人的精神情感特质却

包含了更多理解、同情和善良。在真诚淳朴
的社会生活景观中，青少年可以细细体味一
饮一食的悠长滋味，在慢节奏生活中品味生
命体验的细腻丰盈，且在美善的维度上建构
属于个体和时代的情感伦理风尚。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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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十二钗评传》（插图增订本）
曹立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惟其磨砺得玉成 春华秋实满园芳
——长沙市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特色“成长文化”构建实录

“三基”定向“四爱”融通“五协同”搭台
——湖南文理学院打造乡村“四有”好老师培养模式

·广告·

2022 年 9 月 11 日，时长 18 分
钟的电视节目 《遇见你 亮亮老
师：山村支教 11 年，哪里偏远就
去哪里》播出，报道了湖南文理学
院优秀校友、2011 届毕业生侯长
亮扎根乡村，辗转深入广西、贵
州、云南等地支教的动人事迹。湖
南文理学院的两万多名学子实时收
看了这一节目，榜样的事迹再一次
照亮了他们的乡村教师理想。

自 2003 年来，湖南文理学院
这座享有“湘西北教师摇篮”美誉
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为解决乡
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
好”“长不高”的难题，探索并打
造了乡村教师“三基四爱五协同”
培养模式，为国家输送了万余名乡
村“四有”好老师。

确立“三基”培养目标
定向终身发展

湖南文理学院在师范生培养上明确
提出了“公民之基、乡村教师之基、乡
村教育家之基”“三基”培养目标。培
养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使师范生具备
社会责任感，响应召唤，投身乡村教
育，有理想信仰；培养全能型的乡村
教师，使师范生具备全科或多科教学
能力，适应乡村教育，有扎实的学
识；培养乡村教育家，使师范生具备
乡村文化创造力，扎根乡土教育，既
做经师，又做人师，更做有仁爱之
心、有道德情操的“大先生”。阶梯性
的“三基”培养目标，有效地解决了乡
村教师培养适切性不足、乡土性不够等
难题，突出了培养目标的发展性，促进
乡村“四有”好老师的终身成长。

厚植“四爱”培养理念
贯通职前职后

湖南文理学院提出了“爱思想、
爱乡村、爱学生、爱教育”“四爱”培
养理念。“爱思想”指领悟马克思主义
教育哲学，形成独立见解，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爱乡村”指立足
乡土生命场域，了解乡村、亲近乡
村，坚定献身乡村教育，守住“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的理想；“爱学
生”指心怀儿童，掌握乡村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有乡村儿童的视角与立
场，以仁爱之心与仁爱之道“自觉坚
守精神家园”，提升道德情操；“爱教
育”指忠诚乡村教育，夯实专业知识
基础、筑牢专业技能根基、拓展通用
知识视野，扎实学识，传承文化，深

耕乡村教育。人本性的“四爱”培养
理念，解决了乡村教师发展内发动力
不足、主体性缺失等难题，激发师范
生的学习主动性，促使乡村“四有”
好老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有机结合。

联动“五协同”培养路径
搭台培养场域

湖南文理学院在师范生的培养上，
充分联动课程、课堂、实践、文化、主
体五大因素，形成了“五协同”的培养
路径。在课程协同上，以通识课程、基
础课程、技能课程、乡土课程为载体，
点亮理想信仰，纯粹道德情操；开阔知
识视野，增强综合素质；强化师范意
识，形成教育智慧；融入乡村生活，创
新乡村教育。在课堂协同上，以研究课
堂、合作课堂、混合课堂与融合课堂为

依托，激发师范生学问思辨行的兴趣和
潜能，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丰
赡学识、学会创新，促进全面化与个性
化发展。在实践协同上，以见习、实
习、研习、创习为环节，在观察、实
践、反思、创新中，了解乡村教育现
状，认识乡村教育特点，掌握乡村教育
规律，升华乡村教育理念，培养扎实的
教育教学功底。在文化协同上，以寻
根、营造、对话与创造为渠道，寻根乡
土文化传统，营造乡土文化氛围，提高
对乡土文化的适应力与创造力，提升乡
土文化认同，增强振兴乡村文化的使命
感。在主体协同上，以政府部门、高
校、乡校、家庭等为主体，加强咨询、
决策、实施、反馈、改进与服务的协
同，纵向贯穿培养全过程，形成并增强
培养合力。联动“五协同”培养路径，
通过省、市、县各级行政部门与各级学

校的多层次融合，政策、经费、课程与
科研的多要素融合，彻底解决了教学、
研究、培训与教改融合不够的问题，有
效地搭建了开放的乡村教师培养场域。

“三基四爱五协同”培养模式，以
适切的发展性培养目标、内发的主体
性培养理念、协同的系统性培养路
径，提升了乡村教师理想信念的高
度、道德情操的厚度、学识业务的精
度、仁而爱人的温度。该模式成效显
著，培养了全国优秀教师朱金凤、广
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侯长亮等一
大批扎根乡村的优秀教师，在国际国
内会议上向800余所高校推介，获得
了国内外著名专家的充分认可和高度
评价，先后被20余所兄弟高校采纳，
并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和转载。其相
关理论和实践成果先后在 《教育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被《新华文
摘》等转载，多次入选国家《咨政简
报》，荣获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3项、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并被收入《教
育扶贫蓝皮书：中国教育扶贫报告
（2020—2021）》。

（湖南文理学院党委书记 龙献忠
湖南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 胡超霞）

学生：

昂扬生命展姿态，朝向快乐成长
郡外的“成长文化”是着眼于生

命发展的文化，包含三个维度：学
生、教师、家长。三位一体、共同成
长、笃行不怠，才能真正让每一名学
生昂扬生命展姿态，朝向快乐成长！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舞台。在“双
减”背景下，如何激发课堂活力，让学
生爱上学习，为梦想筑牢根基？郡外提
出了“活力课堂”这一理念。同时，郡
外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了“五
思课堂”模式，即“目标导思”“设疑
启思”“探究多思”“点拨深思”与“巩
固反思”。这一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思
维进阶过程，又加强了教师对思维能力
的主导，利于形成有深度的对话，成就
能启迪思维的活力课堂。

在刘虹校长的示范课《天上的街
市》上，课堂对话是在教师、学生、文

本之间进行和达成的，三者平等对话，
互教互学，融合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而导思的过程则充溢着灵动与诗意的光
辉：刘虹巧妙地将音乐融入课堂，为诗
配乐，形式新颖，激发学生的兴趣。学
生们说：“听了校长的课，我感觉到了
诗的美，并已渗透进我的脑海中！”

在“校长示范课”的引领下，全校
教师开展学科融合教学研究，涌现出一
大批深受学生欢迎的优秀案例，并获
省、市、区乃至国家精品课等荣誉。同
时，郡外还建立了基础学科育人课程、

阳光成长心育课程等六大全面育人学生
成长课程体系。现在，在郡外，每一名
学生都能找到以“自我教育”“体验式
成长”为核心理念的自我成长平台。

教师：
青蓝携手谱华章，感受幸福成长

郡外非常注重教师的成长，从步入
郡外的第一天起，每一名教师都能感受
到这里的学习和成长氛围。校长亲自指
导，教研室设计了一系列精准培训：新
教师的入职培训、免师生培训、青年教

师片段赛培训、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培
训，以及青苗组、成长组、骨干组、转
型组、课题组分层分组培训等。如对青
年教师，培养坚持“三有”——有培训
与指导，有跟踪与督查，有考核与分
享。对来自多个地区的80多名名优特
骨干教师，则通过补短板、搭平台、展
风采等激发再成长。将每一次大会、每
一个示范课堂都精心设计成了培训课，
让教师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学习的温度、
成长的力量。

“青心倾心，苗浸囊倾”，在精准培
训的基础上，郡外注重教师的“团队共
生”，致力于建设互助共进的团队成长文
化。郡外开展了“青蓝工程”，采用师徒
结对的形式，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能
力；所有公开课、赛课都是团队磨课，
采取“校领导指导+骨干师傅+团队献
策”的组团模式，人人参与，人人成长。

“让每一名教师成长为更好的自
己”是郡外教师成长的目标。如今的郡

外，各种教师精准培训活动、青蓝工程
骨干示范课、徒弟汇报课、教师成长论
坛等活动常态化开展，教师们乐教、爱
教，喜报频传，实现了让年轻教师站稳
讲台、骨干教师站好讲台、优秀教师站
精讲台的共同发展目标。三年来，学校
共研共展了200多节公开课；教师们互
相推门听课一周可达400多节；培养了
7名卓越教师、1个省级名师工作室与2
个区级名师工作室；教学竞赛中有6人
获得国家赛课一等奖，9人获省级赛课
一等奖，14人获得市级赛课一等奖，28
名青年教师获得天心区创新杯特等奖。

家长：
共心青绿家校阔，体味温暖成长

“未来可期，相信三年的初中生
活，郡外也会因学生们的成长而变得
更加有活力、更加有魅力！愿你我与
郡外共成长！”这是一位家长在参加郡
外家长学校课程后，写的一篇题为

《我眼中的郡外》的感想。
在郡外的“成长文化”中，家长

的成长也是一个重要维度。郡外创造
性地提出了“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
理念，通过“前置性沟通”“网格化沟
通”等形式，强调“家庭式沟通”理
念，形成了“同频共振”。

郡外非常重视对家长的教育。校长
说：“家长成长，需要学校规范化开展
家长学校的课程化教学，制定有吸引力
的课程，让家长‘持证上岗’！”为此，
郡外开设了系列家长成长课程——理论
课程（包括线下的家长集中学习、线上
的校本课程），实践课程（包括开展家
委会团建活动、家长志愿服务团队活
动、亲子活动等），活动课程（包括主
题征文、家长论坛等活动）。

“共话成长，静待花开”是郡外第
一期家长论坛的主题，在论坛上，通过
竞选脱颖而出的6位优秀家长从教育理
念、教育方法、角色定位等几个方面分
享了各自的教育经验和做法，他们动情
的讲述，精彩纷呈，引起了家长们的共
鸣，现场交流热烈，掌声不断。

三年耕耘，硕果丰硕。郡外先后
获得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色学校、长
沙市文明标兵校园、市书香校园等诸
多荣誉，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长沙市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校长
刘虹 党委书记 焦光国）

2017 年，为打造教育强区，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素有“处处是文
化，满眼皆历史”之誉的长沙市天心区与长郡中学联合创办了长郡天心中学。
2019年，学校更名为“长郡外国语实验中学”（以下简称“郡外”），搬入崭
新的校区，以“三高”之态——高起点、高投入、高要求，开启新征程。学校
秉承“朴实沉毅”的校训，将“在郡外，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作为精心打造

“成长文化”的特色核心目标。经过三年栉风沐雨、砥砺深耕及师生、家长的
积极参与，形成了共同成长的文化认同与生命气象，彰显了“积极有生命力，
终身有持久力，温暖有人文力”的“成长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