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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代教育心灵和生活

奇妙的“亲”“子”组合
■

王献新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 自然之道常

于无序中彰显法数 ， 在悖谬中透露和
谐。

图中 “小鸟 ”， 学名伯劳 ， 貌似麻
雀， 实为猛禽， 捕食昆虫小鸟， 特定环
境中也捕食鼠类。 其性情凶狠暴戾， 大
多栖身乡野， 很少现身城区。 图中 “大
鸟 ”， 就是大名鼎鼎的杜鹃 ， 即 “布谷
鸟 ” （又名子规 ）。 春末夏初时 ， “布

谷” 声声响彻郊野。

“大鸟” 刚能离巢活动， 按捺不住对巢
外世界的好奇， 它一边在小区的树丛中跌跌
撞撞地飞来蹿去， 一边不停地 “嘤嘤 ” 鸣
叫， 稚气十足地大声乞食。 两只 “亲鸟” 则
不离左右， 轮番衔食， 循声追赶着喂养这只
体形数倍于自己的大鸟。 照片中伯劳送食入
口还唯恐不妥地伸长脖颈、 侧歪着头认真喂
养的专注体态， 尽显 “父母” 的干练娴熟与
爱心……伯劳与杜鹃奇妙的 “亲”、 “子 ”

组合， 让我们不禁引发关于杜鹃寄养后代诡

异习性的猜测。

我们都知道关于杜鹃的一个传说： 小杜
鹃的 “亲娘” 将卵产在伯劳的巢里。 先孵出
的小杜鹃刚会挪动身躯， 就将 “后娘” 所产
之卵一枚枚地推出巢外， 然后便以 “独生子
女” 的身份独享 “继父母” 的全部宠爱。 看
那小杜鹃， 似乎对其谋害 “继父母” 后代的
行径、 寄人篱下的身世一无所知。 其理所当
然、 当仁不让、 饭来张口的动作和神情， 写
满了 “独生子女” 般的娇生惯养。 凶猛的伯
劳本是乡间林野的小鸟杀手， 却心甘情愿地
做起了仇敌的 “奶娘”。 而此时， 小杜鹃的
“生身父母” 却已取道南归。

难道真是造物主造出了如此无情无义的
“亲生父母”， 便又无奈地生成这般无怨无悔
的 “后爹后娘”？ 大自然， 我叹你玄妙深奥，

惊你奇遇奇观。

■

风物志

最佳教育时机
■

山东济南明湖中学 芦爱军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 ， 有一天下午

学校临时召开班主任会议。 我先到班
里布置自习课， 并安排班长到讲台前
负责纪律管理。

班主任会议结束后， 我回到教室，

副班长吴楠上前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刚
才吴琪在自习课上大声说话，干扰大家
学习。班长批评他时，他还顶撞班长。后
来，数学课代表上前制止他，他又扬言
“你管不着”，惹得其他几个男生趁势起
哄。

了解这一情况后 ， 我在教室里踱
着步子来回走了几趟， 随后平和地说，

我给同学们出两个题目， 请大家用不
记名写条的方式， 告诉老师一些情况。

一是 “老师不在场的时候， 你发现哪
些同学做了好事”； 二是 “从开学到现
在 ， 你认为哪些同学最关心班集体 ，

有能力担任班干部”。

收上条儿来， 我看到全班同学反
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

做好事的有
30

余人
,

违反纪律的多集中在班内几个男生身
上。 那个大闹自习课的同学写的条子
上， 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只是简单地写
了一句： “是我自习课上大声说话破
坏了纪律 。” 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中， 却出人意料地提名数学课代表宋
庆林担任班干部。

第二天清晨，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面带微笑地对他说： “我发现了你一
个大优点。” 他抬头怀疑地望望我， 随
后便深深地低下头去， 好像看出我要
挖苦他似的， 准备接受一场残酷无情
的 “洗礼”。

“你为什么要推荐数学课代表担
任班干部？” 我问。

“因为他关心集体， 对班级非常负
责任，”他抬起头来看看我，随后又补充
道，“而且他学习也很好，挺让人服。”

“那昨天自习课上， 你为什么还跟
他吵架， 并说他管不着你呢？”

“那……那是……我不对 。” 他又
一次低下了头， 声音小得几乎连他自
己都听不见了。

我马上指出 ： “这就是老师发现
的你的一个优点。 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的错误， 同时又能公正地看
待同学的长处。”

在我的进一步引导下 ， 他坦白了
违反纪律的原因， 我借势点出他心里
缺少班集体意识， 没有处理好个人与
集体的关系。 道理说通了， 他主动向
全班同学承认了错误， 并向班长和数
学课代表赔礼道歉。

■

窦桂梅
从杭州行车，

40

分钟， 到了绍兴。

几年前来过绍兴 ， 只因当天匆匆而
回，连“咸亨酒店里的茴香豆”也没来得及
品尝一下。不想，又有一个机会，由鲁迅小
学校长带领，和网友贝壳、落地麦、丁慈矿
等，步行前往，最先拜谒了青藤书屋。

这是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故居，坐落在
绍兴市区前观巷的大乘弄内。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其机智过人的
逸闻趣事常在民间传诵。小时候，就听姥
爷讲过“徐文长的故事”。转过一个幽静的
巷口，迎面一块横匾，上书“青藤书屋”四
个字，心里为之一动。当年上师范时，曾是
吉林省国画会员， 知道了青藤画派的名
字，那时，徐文长和“徐渭”的名字，才真正
连在一起。

难道这一画派的祖师爷徐渭，竟躲在
这里？

守屋的是一个穿着“保安制服 ”的老
人，许是接待腻烦了，刚想让他多讲几句，

他竟说，找导游去，

20

元钱。

交了门票， 走进一扇式样普通的小
门，几竿疏竹的缝隙中，透出了青藤书屋
的黑瓦白墙。书屋庭院，建筑风格脱不了
江南的秀气，鹅卵石铺路，通向照壁左侧
的月洞门，前后不过

10

米。进门左侧是一棵
上了年头的树———虬曲的青藤，顺着墙壁
攀沿。

书屋外，小小庭院里，只见数竿疏竹，

迎风摇曳，一股宁静淡雅的气息，荡漾园
中。

这面积不足两亩的小地，当初景观布
局极为奇巧。据徐渭自作《青藤书屋八景
图记》载：园内有天池、漱藤阿、孕山舫、浑
如舟、 柿叶居、 樱桃馆、 自在岩、 酬字
堂， 共八景， 可谓以小容大， 别具匠心。

如今一瞧，并不是原主人描述的全部
景致。不过，“天池”还在，里面几条金红色
的小鱼散漫地来回游着， 池中有一石头，

上面是徐渭书写的“砥柱中流”。听导游介
绍，无论下雨，还是干旱，天池中的水总是
这么多，从未有过上涨或下降。

书屋正中，是一座一楹三间明代格局
的平房。徐渭就出生于此宅，这里也是他
读书作画、论文会友的憩歇之所。

后来，明末大画家陈老莲（洪绶）曾慕
名来此寓居多年。

400

年来， 此屋虽然数易

其主，但仍较好地保持了原貌。

书屋几副徐渭的对联最为醒目，尤其
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我一下子记在了心里。这副对联立于书房
墙壁，正是徐渭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徐渭自认为 “书第一 ，诗次之 ，文次
之，画又次之”。他广泛涉猎文学艺术的各
个领域，无论是诗文、书画，还是戏曲，都
不拘一格、独树一帜，具有相当高的造诣。

其作品被人称为“奇恣纵肆，戛戛独造，每
有逸出礼法处。”

作品之奇特来自他身世的奇特。他身
怀奇才而遭逢不遇，坎坷一生，布衣终身。

他的奇特身世，奇异性格， 在中国文学史
上罕有其匹。

徐渭自幼在徐氏家族中 ， 处于卑贱
的地位。 百天丧父又相继失去母亲的爱
护和嫡母的庇佑，

14

岁开始跟歧视和虐待
他的异母兄———徐淮过活 ， 这都造成了
童年徐渭心理的压抑和心灵的创伤， 埋
下了他日后性格畸变的种子。

可他自幼才华出众，

6

岁入学， 过目
成诵，

8

岁跟老师陆如岗学习经义时文，

16

岁时模仿扬雄 《解嘲》 作 《释毁》， 轰
动一时， 被同乡沈炼称为在绍兴 “关起
城门， 只有这一个”。

徐渭也很自负，认为凭自己的才学考
科举如同拾芥。然而，在他

20

岁好不容易考
中秀才后， 连续

8

次乡试都没有摆脱落第
的命运，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沮丧、怨恨和
痛苦，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爱妻早亡、家产尽失，也使徐渭
的心理始终处于外界的重压和焦虑之中，

造成他精神的变异。此后，他几次自杀未
遂。 丁慈矿说：“徐渭先后自杀

20

多次，有
一次，竟然把钉子钉在耳朵中……”

细看书屋的相关介绍 ， 我们又了解
到一些细节———由于和续妻不睦，

48

岁那
年杀妻入狱

7

年 ， 他的性格更偏激 、 狂
傲。 在胡宗宪的幕中， 自己狂傲的性格
舒展了几年， 却为其牵连， 又一次跌进
痛苦的深渊。 晚年， 徐渭在家乡以鬻诗
卖画为生， 备尝孤独、 贫困之苦。

据陶望龄 《徐文长传 》 说 ， 他晚年
将自己收藏的数千卷图书 “斥卖殆尽”。

他的居处帐破席烂， 甚至睡在草稿纸上。

因识宝的人不多 ， 卖画所得仅能裹腹 ，

死时唯有一副铺着稻草的床板， 境况之
惨 ， 常令其追随者唏嘘不已 。 徐渭呢 ，

给自己编的年谱取名为 《畸谱》， 一个 “畸”

字包含了徐渭多少人生的悲酸， 也使得他不
谐世俗的狂傲个性入木三分。

在题画诗 《雪竹 》 中徐渭以竹自喻 ，

“画成雪竹太萧骚， 掩节埋清折好梢”， 恰似
诗人在社会现实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的形
象。 但竹虽遭到摧残， 仍劲节直干， 挺立雪
中， “独有一般差似我”， 象征着诗人不甘
屈服的气节与倔强的个性。 “积高千丈恨难
消”， 宛然可见诗人的郁怒心态。

“高书不入俗眼， 入俗眼者非高书”， 现
实中的窘迫， 并没有拘束住徐渭那支纵横恣
肆的笔， 他从随意中入手， 率性而为， 又以
“水墨画” 浇胸中块垒， 开创出意象空阔的
奔放大写意。 “短檐侧目处， 天际看鸿飞”，

也许正是遭遇成全了他的画， 困境中的鸟儿
对自由更充满了渴望， 用这样一股意气泼
墨， 自然别有一番新天地。

总之， 徐渭违逆传统的思想性格和他鄙
视权贵、不合世俗、狂傲清高的品格，铸成了
他的书、文、画等作品的独特风格，对后世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袁宏道对他大加推崇，誉其
为“明朝第一诗人”。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
对徐渭作品风格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予
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 斯无
之而不奇

(

畸
)

也哉， 悲夫
!

”

在清代 ， 郑板桥自称徐青藤门下一走

狗， 袁枚的 《随园诗话》 记载了童二树 《题
青藤小像》： “抵死目中无七子， 岂知身后
得中郎。” 又有 “尚有一灯传郑燮， 甘心走
狗列门墙。” 齐白石曾有印一方， 其词曰：

“青藤雪个 （八大山人） 远凡胎， 老缶
(

吴
昌硕

)

衰年别有才。 我愿九原为走狗， 三家
门下转轮来。”

从书屋出来， 同行的落地麦感慨： 中国
的凡高啊。

我再次细细打量着这个庭院。 墙高才近
一丈， 抬头望天， 云霭茫茫。 徐渭处身之
地， 是如此逼仄， 四尺之内， 转身也难。 如
此破壁， 是如何成一方天地， 孕育出那种气
势豪纵的大写意的呢？

又想起书屋两侧的抱柱联， 是徐渭留下
的一副警联：“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 蹶
方长知然屡蹶讵云能知”。 恃才多半傲物，

就算知道自己孤傲的性格容易处处碰壁， 徐
渭到老也不想改正， 因此， 在屡屡失意后，

他认为自己不是个 “能知” 之人。

一声叹息。 徐先生那么聪明， 却那么执
著， 是否聪明也误人？

明珠不会出现在人多的地方， 正如幽兰
只盛开在深谷。我们都是俗人，才会对徐渭的
人生作如此叹息后，都想做一个平凡的人。

走出小巷， 青石板的路， 回响着沉重的
脚步声。

砸响历史的门环
■

山西长治市委党校 陈树义
“如果你是船， 漂泊就是你的命运，

可别靠岸。 ” 这仿佛是诗人北岛的隐喻。

北岛， 创刊《今天》 的诗人， 曾经的文化
符号， 写下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随后开始
了漂泊之旅， 母语是他唯一的行李， 诗歌
是他开路的宝剑。

近年， 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的北岛，

带来《失败之书》 和《时间的玫瑰》。 前
者是他的心灵自传， 后者是诗歌的谈艺
录、 谈诗歌翻译的随笔集。 北岛新作《青
灯》 可以看作《失败之书》 的延续， 两
辑， 一辑是怀人， 一辑是游历， 诗人的交
游和行旅合二为一， 于是， 他在岁月深处
点燃一盏“青灯”。 以“青灯” 为名， 让
人想起陆放翁的“青灯有味忆儿时” 之
句， 这本书的确是写在道路上的记忆， 诗
人漂泊的经历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紧
密相连。 北岛的经历对接了上面几代人的
经历， 他以诗人的敏感延续他们的记忆。

而个人的记忆， 像涓涓细流融入奔腾的大
河， 成为历史的支流。

北岛在纪念汉学家魏斐德的文章中反
思道： 历史

(history)

这个词在英文中
可以分解成两个词， 即“他的” “故事”。

历史到底是谁的故事呢？ 上帝的故事、 强
权者的故事， 还是历史学家的故事？

“故国残月
/

沉入深潭中
/

重如那些石
头

/

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

让河道转弯。” 这
是北岛为纪念汉学家魏斐德退休而作的
《青灯》。 他以诗歌唤醒一个时代的噩梦，

又以诗歌对抗历史的荒谬。 他是把词语垒
进历史的建筑师， 又是“砸响门环” 的陌
生人。 这诗的结尾是： “把酒临风

/

你和
中国一起老去

/

长廊贯穿春秋
/

大门口的陌
生人

/

正砸响门环。”

没有历史学家和诗人， 谁来为我们点
燃一盏灯火。 北岛的散文将黄金般的诗意
锻造进文中， 又将黄钟大吕般思考的声音
敲打在字里行间。 读来既有飞机飞离大地
时失重的眩晕感， 又有醍醐灌顶的洞彻
感。

这本薄薄的小书中也充溢着对人性最
深刻的洞察以及对人世间的大悲悯。 北岛
纪念冯亦代的文章中， 有这样一个细节，

“文革” 中的冯亦代被下放到南方的劳改
农场， 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 从篱笆里探
出几朵嫩黄的向日葵， 衬托在一抹碧蓝的
天色里。 这向日葵让冯亦代想起凡高的
《向日葵》， 想起在北国被流放的儿女， 尝
到人世更大的孤凄， 而这向日葵给他以温
暖。 北岛记述的这个细节， 无疑是在延续
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感。

如果天空不死， 都会将我们的悲欢、

思绪， 我们的绝望和痛苦， 映照下来。 一
粒被暴风吹走的种子， 夜间火车汽笛那孤
单的声音； 萍水相逢的诗人， 漂洋过海几
度在异乡偶遇的故人。 人在路上， 道路延
伸下是无尽的天空和飞翔的翅膀。

北岛写的海外游历， 是历史与意志、

文化与反叛意义上的出走， 诗与酒， 融合
与隔膜， 在年复一年的行旅中颠簸。 北岛
动情地写道： “有时深夜难眠， 兀自茫
然： 父母风烛残年， 儿女随我漂泊， 社稷
变迁， 美人色衰， 而我却一意孤行。”

看大地多辽阔， 上路吧。 北岛说。

■

教育智慧

■

名师随笔
■

文学笔记

胡党生摄

青藤书屋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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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发文，同意重庆工学院更名为重庆理工大

学，5 月 16 日，重庆理工大学隆重举行揭牌庆典大会。 在庆典大会上，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聂晓夫与重庆理工大学校长刘全利，分别代表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公司和重庆理工大学在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这标志着重庆理

工大学产学研合作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突破。

重庆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饶宁华（左）、校长刘

全利在揭牌庆典上接过重庆理工大学校牌

校企互动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
———重庆理工大学产学研结合之路

王丽英

“构建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是创建创

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 从国际上看， 推进

产学研联合， 形成产学研战略联盟， 已成

为当前世界技术创新的共同趋势。 重庆理

工大学在办校历程中， 抓住发展契机， 始

终高扬产学研结合大旗， 突破办学条件有

限的掣肘， 以此带动科研， 凝聚人才， 增

强办学核心竞争力， 走出了一条特色强校

之路。

搭建产业平台 助推地方经济

重庆理工大学地处长江上游经济中
心。 重庆市雄厚的工业基础、 齐全的工业
门类、 丰富的人力资源使重庆理工大学在
产学研结合上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 重庆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呈现空前良好的发
展势头， 为重庆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机遇。

长期以来， 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
作多数是停留在表层上的， 与企业进行的

是一种“松散型” 的合作。 高等院校为企
业“零打碎敲” 地解决了一些科技难题，

但在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实施重大
技术改造、 进行高技术产业化建设等方面
效果甚微， 合作关系若即若离。

重庆理工大学领导班子在长期的办学
历史过程中始终认为， 创新产学研模式，

关键要走出“象牙塔”， 打开大门搞科研，

瞄准地区产业， 与企业建立起产学研合作
的长效机制。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 重庆理
工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形成了与
重庆市地方经济和兵工行业发展十分契合
的办学优势。

为适应兵工行业和重庆地方经济建设
对车辆人才、 旅游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重庆理工大
学就广泛开展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产学研
联合办学。 自

1995

年以来， 学校与西南
兵工局联合办学， 先后联合组建了“重工
车辆工程学院”、 “重庆万友商贸旅游学
院”； 与重庆市国土局联合成立了“西南
土地学院”；

2004

年， 学校经重庆市政府
批准， 联合国内外高校、 研发机构和大型
企业， 以“车辆工程学院” 为基础， 成立
了“重庆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成为了重
庆市重点建设的重点学科；

2006

年， 与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办学， 在重庆市率
先设立了知识产权专业，

2008

年成立了

西部地区第一所“知识产权学院”。 产学
研合作的成功实践， 为重庆市的高校、 科
研院所和企业产学研结合提供了一个个样
板。

此外， 重庆理工大学已经先后与西南
兵工局等大型企业、 科研院所和九龙坡区
等地方政府签订和实施了

30

余项产学研
合作协议， 为地区的发展献计献策。 正如
重庆理工大学科研处处长徐刚所说： “大
学既是学术的殿堂， 同时又必须对社会有
所贡献， 成为推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

创新合作模式 实现校企双赢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重庆理工大
学在互惠互利、 利益共享的市场机制基础
上， 逐步形成了战略联盟式、 平台共建与
资源共享式、 模拟企业化、 “创业特区”

式等多种产学研合作模式。

近年来， 学校通过建立合作双方“优

势互补、 互利互惠、 相互促进、 利益共
享” 的长效合作机制来推动“战略联盟
式” 产学研合作， 先后与西南兵工局、 中
国社会科学院等

10

多个政府机构、

20

余
个科研院所和近

50

家企业签订了产学研
战略合作协议， 以重庆汽车学院为基础，

与大江公司、 长安集团、 建设集团、 嘉陵
集团等建立和完善了“产学研战略联盟”。

重庆理工大学在与企业的产学研“联
姻” 中， 不搞“拉郎配”， 在合作中增加
和突出了利益共享的实质性合作内容， 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与大江公司不到一年
的合作中， 就签订了两个重大的科研项
目， 涉及的科研经费超过

5000

万元。

通过选择既有突出资源优势又与学校
具有互补优势的合作伙伴， 重庆理工大学
大力推动“平台共建与资源共享式” 产学
研合作。 先后与科研院所、 企业共建创新
平台

25

个， 其中，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
建的“西部国情研究中心”、 与中国兵器
装备科学研究院共建的“机械装备测试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 等
14

个实验室和研究
基地被评为省部级科研机构。

学校还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学校成立的
“重庆中孚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企业化运
作平台， 按照市场机制， 赋予项目负责人
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实行模拟企业化的产
学研合作模式。

2008

年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的“栅式位移传感器” 技术就是采取模拟
企业化运作方式进行产业化推广的。

实施 “海归工程” 提升产学研水平

为提升产学研合作的科技水平， 充实
科研队伍，

2002

年， 重庆理工大学制定了
以引进高层次“海归” 人才为目标的人才
引进政策———“海归工程”， 通过特殊的考
核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 鼓励“海
归” 人才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创
办高科技企业。 通过为“海归” 人才提供
的特殊政策， 数年来， 学校先后引进了

40

多名高层次“海归” 人才， 他们不仅在学
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
且在重庆市汽车、 生物制药行业中创造了
非凡的价值。

2002

年成立的重庆理工大学生物工程
学院， 是“海归” 人才最为集中的学院，

短短几年时间， 该院就建成了“生物医学
工程” 硕士学位授权点， 成为重庆理工大

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之一。 由“海归”

人才创办的两个高科技企业———重庆前沿
生物技术公司和重庆富进生物医药公司已
经成为了重庆市生物制药工业的领军企
业， 其年申请新药注册数量占到重庆市生
物制药的

40%

以上。

高层次人才引进有利于提升产学研合
作层次和水平， 而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机制
创新又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引进， 正是这种
相互促进、 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的互动关
系。 极大地改善了重庆理工大学的师资队
伍结构和质量。 目前， 学校有教授

120

人、 副教授
336

人， 聘有两院院士、 兼职
教授

80

余人， 涌现出一批包括“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 的国家级人才和国家级
优秀人才及“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重庆市‘

322

’ 人才工程” 等高层次人才
群体。

产学研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更是一项伟大的实践。 从
1940

年国民政
府兵工署创办的“士继工学” 到

2009

年
更名为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始终
认清形势、 找准定位， “坚持产学研结
合， 竭诚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色强校之路。

近年来， 学校科研成果先后转让或被采用
190

余项， 直接经济效益近
8

亿元， 为地
方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产学研结合带来的成就、 成果使重庆理工
大学成为重庆市发展最快、 变化最大、 最
引人注目的高校之一， 使重庆理工大学在
促进重庆地区、 兵工行业经济建设和工业
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学科专业优势
和人才支撑作用。 重庆理工大学的经历及
经验对加强高等院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过程中的服务职能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