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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教育周围时代文化现象

文化

“创意写作硕士” 学位教育能否
培养出优秀作家？

前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宣布设
立国内首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
点”

,

由此引发争议：高等教育能否培
养出优秀作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思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不是
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具有写作才能的
人，提高作家的素质。 我们是给喜欢
文学、爱好写作的人提供提高写作技
巧的机会， 至于最终能否成为作家，

还需要日后进一步实践。 ”

“我们没用《

2012

》打压《三枪》”

最近，《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
称 《三枪》） 制片人张伟平炮轰中影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垄断中国电影
市场，认为中影对国产片市场进行制
约和迫害，拿《

2012

》来打压《三枪 》。

中影集团发言人翁立表示，中影
2009

年共发行了
135

部国产影片， 占了今
年国产片的

78%

。 他否认《

2012

》打压
《三枪》，“我们在先， 他们在后”，而
且，《三枪》上映之后很久，中影都没
上映什么进口影片。

“没有翻译， 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就是句空话。 ”

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离开了
人世，杨老走后，人们在谈论一个话
题： 包罗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

该由谁接棒继续传播出去？ 国际译联
副主席黄友义指出，“没有翻译，谈中
国文化走出去就是句空话。 ”翻译不
是简单的两种语言的转化。 中国古代
文学翻译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对
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
外语水平高，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的
整个文化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

（纪秀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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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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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化追求
———访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程翔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至德为恕， 上善若水， 大爱无边”。 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语文特级教
师程翔在他备课本的扉页上， 用毛笔写下这

12

个遒劲的大字 。 在第二页上 ， 他这样写道 ：

“课程改革 ， 由此开始 ； 更新理念 ， 探索佳
径。”

与其说这是毛笔写就的备课本， 不如说是
文化浸泡的语文课。 程翔借以明志， 要从文化
传统中寻找现代语文教师的来龙与去脉。

前不久， 他近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说苑译
注》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名中学语文教
师进入古代文献领域， 对于中学教师和文献研
究来说都可能是一次 “意外”， 但是对于中学
语文教育来说， 却是一次重要收获。 语文在程
翔这里， 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

程翔说 ， 新时代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语文教师要向着学者化教师的方向迈进，

语文教师的最终目标是 “文化人”， 而学者是
“文化人”的要素。

直追现代语文教师的文化传统
“每个语文教师都应该有自己语文教学的

春水，语文教学的春水就是成为一个文化人，具
备一个文化人的基本素养。 ”程翔这样理解自己
近

30

年来所从事的语文教学，“我做 《说苑译
注》，前后

5

年多时间，读了很多古书，这是个学
习的过程，是文化素养提升的过程。 ”

高中《语文》课本的练习题中有一段《愚公
谷》，出自《说苑·政理》，程翔发现《教参》提供的
译文有误， 就找来 《说苑》 的相关材料核实。

“谁知， 这竟然激发了我对 《说苑》 的浓厚兴
趣。 我了解到大陆学界对此书的研究 ‘简直就
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于是我决定将此书
全文注释、 翻译， 并加点评。”

很多人也许会问， 这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任
务吗？

对此， 程翔一笑。

“应试教育掩盖了教育的本质。学生和老师
的功利思想都很明显，老师显得很浮躁。 ”程翔
说，“但过去的中学老师不是这样的。 比如朱自
清，既是教师又是学者、作家，把三者结合得很
好。 在教中学的时候，他的古代文学研究、散文
写作就已经很有影响了。鲁迅、叶圣陶、夏丏尊、

俞平伯等也是这样。而今天的中学教师，能把这
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几乎没有。 ”

原来， 程翔心里想的是一个几乎中断了的
现代中学语文教师的传统。

朱自清这位“古人”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
程翔的教学生涯， 程翔也时刻以朱自清激励自
己。程翔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六中工作，第
一堂课讲的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生动
的朗读、细致的分析和恰当的引用，受到学生的
喜欢， 也使程翔第一堂课就牢牢站稳了讲台。

1988

年的秋季，程翔执教的第六个年头，山东省

第二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在济宁拉开帷
幕，程翔参赛的课便是《荷塘月色》。 为了
讲好这一课，他看遍了馆藏所有关于《荷
塘月色》的资料。 他曾写信向《朱自清研究
资料汇编》 的主编朱金顺先生、 北京大
学的季镇淮先生请教， 两位先生都回了
信。 他曾经打电话向华东师范大学的朱
自清研究专家陈孝全先生请教 。 后来 ，

他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了陈孝全的 《朱自
清传》， 当时他身上一分钱也没带。 妻子
说， 离她娘家近， 去家里拿吧。 他就把
手表留下作抵押 ， 然后去岳父家拿钱 ，

回来换回手表。 那次比赛， 程翔得了综
合一等奖和讲课单项第一名。

朱自清对程翔的影响 ， 不仅仅是
“机缘巧合”， 让程翔凭借讲授他的作品
获了省里的大奖， 让当代语文界对他刮
目相看， 奠定了一位地方语文教师走向
全国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 同为语文教
师， 朱自清的某些思想和做法内化成了
程翔的追求。 在近代语文教学的精神谱
系中， 朱自清等人代表的语文教学传统，

成为程翔自觉的追求。

“一个中学教师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
话， 首先要做好中学教师工作， 能把课
教好 ， 让学生喜欢他 、 爱戴他 ； 其次 ，

他能领导一方学校， 使学校能够有正确
的办学思想， 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培育杰出人才 ， 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 ，

我们就可以称他为教育家； 再其次， 他
应该有学者的风采， 具备学者的素养，有
自己的学术阵地；最后，他要有一点儿文
学创作，特别是对语文教师来说。 ”

程翔在学生时代就对写作怀有浓厚
的兴趣，写过散文、小说、剧本。 “记得我参
加泰安市语文教师征文，我的散文《黄河
情，儿女的情》获奖。 有位作家马昭写过长
篇小说《醉卧长安》，我就把它改编成电影
剧本寄给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老师 。

我还写过一部电影剧本 《息壤》， 当时峨
眉电影厂的一个摄制组正在我家旁边的
宾馆住着， 他们在拍摄电影 《吕四娘》，

我就把剧本给导演送去。 导演说： ‘我
现在忙着 ， 你寄给我们的文学编辑部
吧’。 后来， 我在 《儿童文学》、 《少年
文艺》、 《美文》、 《中国校园文学》 等
报刊、 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散文。”

自
1994

年起， 程翔的 《语文教改探索
集 》、 《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

《播种爱心》、 《语文人生》、 《课堂阅读
教学论》、 《一个语文教师的心路历程》

等专著相继面世。

程翔说：“我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
的话很赞同。 他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 ’在我的心目中，吃得差
一点，穿得差一点，都没什么，但要有思想

和精神，要在文化学术上有建树。 ”

程翔爱好广泛， 特别是对于传统艺术形
式。他喜欢听古典音乐，上课的时候也会适时
给学生放一放古典名曲。 他讲《孔雀东南飞》

时，给学生放《梁祝》。他在泰安六中任校长期
间，正逢电视台播放电视剧《三国演义》，放到
“隆中对”一段时，他下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在
家收看“三顾茅庐”。

“语文老师要浸泡在一种文化之中 ，要
‘语文式地’栖居着，周围的生活都是文化，都
是语文。 ”程翔说。

站在文化制高点教书
“中国的语文教师应该对传统的文化有

广泛、 深入的涉猎， 对传统文化起到传播作
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能不断地创新。 ”

这是程翔心中理想的教师形象。当然，这在短
时间内是很难达到的，但应该有这个目标。

“只有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人， 才能从原
来的仰视传统转变为平视或俯视传统。 朱熹
有一首诗：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斗舰一
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今日中流自在行。’

为什么枉费推移力呢？ 因为你在仰视它， 没
有看清楚它的整体面貌。”

《说苑译注》 是他的第七本专著， 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 意味着他作为一位中学语
文教师， 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
责任。 “刘向的 《说苑》 以先秦著作为依
据， 以宣扬儒家文化为主旨， 汇集了

700

多
篇历史故事，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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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该书在中国文化史上
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明代洪武年间曾一度
列为太学教材。”

“对于国学， 或者传统文化， 我确实很
钟爱。 我觉得一个中国语文老师， 必须对传
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 有了这样一
个基础， 你才有资格说是教母语的。 对于传
统文化， 第一要了解它的基本内容， 了解诸
子百家、 四书五经； 第二要对传统文化精神
有基本了解。”

除了《说苑译注》之外，程翔还注译过
《论语》。 程翔从孔子身上体会到了中华民族
的优秀精神传统。 “孔子有积极入世的思想，

只要有机会他肯定要为国家作贡献， 实现自
己的人生理想。 但是他遇到困难、挫折，也不
会颓废、 失望， 而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精神世
界，所以‘用行舍藏’，‘无可无不可’。 孔子作
为一个大知识分子，不畏权势，表现了一个知
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非常令人感动。这种独立
人格，到了孟子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

“如果老师对这些经典有了了解，他本身
就具有健康向上的精神底子，有独立人格、热
爱自己的国家。 有了这个， 才可能去影响学
生。 ”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基本了解之后，程
翔再去教语文，视野就不一样了。

比如教苏轼的《赤壁赋》，一般的讲法是，

就文本来教，疏通文字，交代写作背景，指出
苏轼的豁达，等等。而程翔没有仅仅就这篇文
章来教，而是回归到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的心灵之路的角度来教。

苏轼原来是在皇帝身边， 皇帝对他非常
欣赏，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出现人生的重
大转折。怎样面对这种转折？程翔先讲起历史
上著名文人在这种人生关头的选择。比如，战
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被贬之后，“大发牢骚”，

写下《离骚》，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唐代诗人
白居易被贬江州，“痛哭流涕”， 岸上一曲琵
琶，引来“江州司马青衫湿”。 可以说，在苏轼
之前，文人们面对仕途转折、人生落魄，往往
在心灵上化不开。 程翔认为：“苏东坡把儒、

释、道三家打通了，冲破了封建制度对知识分
子心灵枷锁的包围，真正走向了心灵的解放。

什么得与失、进与退、名与利，都看透了，‘胜
故欣然，败亦可喜’。余秋雨写《苏东坡突围》，

主要是写苏轼从一帮小人的包围中突围。 实
际上， 苏轼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的心灵突围问题。 ”

程翔，自觉地接续着知识分子的传统，并
把它呈现给自己的学生。 他不仅让学生通过
课文关注大知识分子的命运， 也适时地引导
学生去关注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1991

年，程翔以《孔乙己》一课获得“全国
首届中青年语文教师课堂教学观摩会” 一等
奖，他在结语中说：“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在
笑声中度日，在笑声中死去。 他活着的时候，

别人侮辱他、 损害他； 他盲目地挣扎了一辈
子，被别人践踏，自己也践踏着自己。 这个可
悲的下层小知识分子啊，他的人格、尊严、价
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

为什么程翔能够上出这样的风采， 发现
文本的精妙之处？ 因为他有一双不同于一般
老师的文化慧眼。 有了这双眼睛，教师就“不
仅仅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来教”。

程翔说：“语文老师必须站在文化的制高
点来教课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字
讲字，就义讲义，就很单薄。 现在很多语文老
师缺少这方面的素养。怎么补？我想就是认认
真真读书、思考，在心里反复揣摩、玩味。 ”

培养学生心中的太阳
“我有一个观点，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心中

的太阳。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如果能够拥有自
己心中的太阳的话， 他就会用自己心中的太
阳去照耀别人，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不
会去依赖别人。 ”

“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心中的太阳。教师心
中首先要有太阳。”程翔对这个问题思考了许
久。“这个太阳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深入的学习
和了解， 对于整个人类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发
扬。 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奠定良好的精神底
子， 促进学生人格健康和谐发展。 也只有这
样， 语文教师作为文化人的概念才能真正树
立起来。”程翔说，“任何学科都要使学生身体
健康、知识发展，但路径不一样。 语文学科选
择的就是母语的角度。第一，一定要培养学生
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 我教 《最后的一
课》时，告诉学生，汉语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
语言。汉语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外来文化有强
大的包容力，非常值得我们骄傲。我们所写的
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要敬畏我们的汉字。第
二，一定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获得
一定的语文能力， 为将来幸福地生活奠定一
个坚实的文化基础，包括升学考试。 第三，在
情感、精神、心灵的层面上对学生产生积极的
影响。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同时存在，缺一
不可。语文教师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做好了，他
就完成了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任务。”程翔在
泰安六中教书时，他的语文课代表董蕾曾说：

“每当我写出一篇作文，程老师不但从文章的
写作技巧上进行指点， 而且从思想主题上给
我以启迪， 使我在写作时更加注意作文思想
的深度和力度。尤为重要的是，程老师不仅教
授书本上的知识，更注重教我们如何做人，使
我们能够认真面对社会和人生， 思考人生价
值。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程翔曾临时带过
一个班， 一个学生担心程翔不教他们了，就
说：“谁把程老师从我们班调走， 我就和谁拼
命！”学生杨斌说：“很幸运，可以做您的学生，

您交给了我可以一生受用的东西。 ”

程翔说，在当前的课程改革中，有一个明
显的变化， 就是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比重明
显加大。 中学教育亲近国学，是很有道理的。

必修课有五个模块，用
1.25

个学期学完，剩下
的时间学习选修课和复习考试。程翔上《中国
传统文化经典研读》选修课的时候，首先讲先
秦诸子百家，把不同的思想观点聚集在一起，

让学生去了解、研读。程翔还选了一些有个性
特点的文章，让学生在接触主流思想的同时，

也接触非主流的思想。比如李贽的《童心说》，

充满了叛逆性， 这样的文章在过去的课本中
是不多的。 如果能培养出具有批判性眼光的
学生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真正是有“钙”的。

程翔说，在这门课上，他也会借助一定的
篇目和学生一起讨论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话
题，比如民主问题。程翔选出黄宗羲的《原君》

一文，搜集相关资料，探讨君主制度与民主精
神。 “中国古代体现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东西
很多，但是真正谈到民主的很少。有对君主制
度的质疑，甚至提出，如果君主不好的话，可
以不要这个君主。 但是始终没有捅破民主这
层窗户纸，没有回答废除君主之后怎么办，更
没有提出民主、选举等概念，民主是很晚才出
现的。 这时，学生的思维就活跃起来了，懂得
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漫长的这一道理。 ”

有很多老师会说， 经典不是想读就读得
了的。的确是这样，“就像现在的孩子，喜欢京
剧的太少了，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很多人
自然而然会喜欢京剧。 我‘文革’时看样板戏，

就喜欢最后武打的场面， 像鲁迅先生小时侯
看社戏。 现在正好反过来，不太愿意看武打场
面了，愿意听唱腔。 一个中国人，只要认认真
真读点书，必然会有文化回归的精神需求。 所
以，不用担心孩子现在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

相反，如果现在不让孩子去玩、去上网、去看
动漫，对他反倒是个折磨。 我儿子上高二了，

也不怎么读经典著作。 我想， 他进入中年之
后肯定会有一个文化的回归， 他那时就需要
用厚重的传统文化来压住自己人生的阵脚。

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精神归宿。”

编者按： 很多人说， 中学教师是万金油， 什么都懂一点儿， 什么都不精通， 因为教师整天都在忙着备课、 应付考试， 没有更多
的精力去作研究。 做研究型教师， 很多时候是空话。

当然， 这不能成为教师放弃研究的借口， 相反，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越应该去读书、 去研究， 甚至要实现对“研究型” 教
师的超越。 我们现在所谓的研究， 注重的是教学技术。 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 就不过是优秀的教书匠， 还不能给予学生精神、 人
格上的极大影响。 教师还必须有“行而上” 的追求， 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做文化之师， 做有思想的精神导师。 所以， 教师还要超越
“专业成长”， 谋求“精神成长”。 而教师实现精神成长的营养在丰厚的文化资源中。

为此， 本版开辟“关注教师精神成长与文化素养系列”， 探讨文化素养对教师成长的意义， 敬请关注。

■

关注教师精神成长与文化素养系列之一

程翔文化小档
喜欢看的电影：《青春之歌》、《刘三

姐》、《渡江侦察记》、《鸡毛信》、《地道
战》、《地雷战》等。

喜欢唱的歌：《洪湖水浪打浪》。

喜欢的戏曲：《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沙家浜》、《铡美案》、《杨门女将》。

青春“乐事”：给名人写信。 比如，曾
经给吕叔湘老先生写信请教语言文字
问题，吕先生竟然回信了，可惜再也找
不到那封回信。 曾经给王运熙、季镇淮
先生写信，这些人都给他回了信。 他还
“冒昧”地给钱钟书先生写信，但是始终
没有等到回音。

喜欢的“运动”：上下班路上，一边
骑车一边背《离骚》。 大年初一捂着耳朵
背《诗经》。

喜欢的诗：《教师之歌》（佚名）

清晨的阳光，

/

把山川河流染上一
片金黄；

/

祖国的大地上，

/

汽笛轰鸣，钟
声悠扬！

/

在这劳动的交响乐里，

/

我走
进教室，

/

明天，听着同样的钟声，

/

我将
踏上讲堂。

//

一切都在开始，

/

一切都在
成长，

/

我有一支教师的歌儿，

/

在这美
好的时光歌唱！

//

虽然我没有穿上军
装，

/

可我一样保卫祖国；

/

虽然我没有
站在炼钢炉旁，

/

可我一样给长江大桥
输送钢梁！

//

医生、作家、演员、战斗英
雄、劳动模范，

/

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

/

在他们的事业里，

/

有着我的劳动。

//

我
的岗位永不调换，

/

我的足迹却遍布四
方； 我的两鬓会有一天斑白，

/

我的青
春却千百倍地延长！

//

鲜花一样的笑
脸，

/

开满我的身旁；

/

火苗似的红领巾，

/

炫耀着我的眼睛。

//

给孩子们一把钥
匙，

/

去打开宇宙的秘密；

/

把学生编成
队伍，

/

向共产主义进军！

/

也许多少年
以后，

/

天天我会收到
/

———许多不同模
样的照片

/

———许多不同语言的问候
//

从昆仑发电站，

/

从戈壁新绿洲，

/

从冰
冷的北极，

/

从遥远的星球……

//

熟悉而
亲切的目光，

/

和我一起回忆往日的岁
月，

/

神采焕发的英姿，

/

站在更高更远
的前面向我招手！

//

这就是我一生的
幸福，

/

这就是我劳动的结晶！

//

我愿以
满头的白发，

/

种得人类的花朵灿烂如
锦；

/

我愿以毕生经历，

/

换来祖国的栋
梁成阴成林！

//

我多么想一直工作三
百年，

/

如果我有五倍的生命！

以学者精神做教育事业
———程翔们的意义

■

赖配根

作为中学教师， 程翔竟然用
5

年时间写
成一部近百万字的《说苑译注》， 丰富了学
术界的成果。

作为语文老师， 他带领学生走进文化的
海洋， 比如他讲《赤壁赋》， 不是简单地疏
通文本、 讲解文章主题， 而是将文本置于传
统文化的脉络之中， 引导学生亲近优秀的文
化传统。

作为教育者， 他主张基础教育要奠定学
生的文化底子， 塑造学生的文化人格， 为
此， 教师首先要“浸泡” 在文化之中， 比如
他用毛笔备课， 上课努力体现教师的“背
功” （比如他能一口气背完鲁迅的《记念刘
和珍君》）， 欣赏经典电影、 音乐等艺术， 痴
迷于读书， 等等。

这一切都使程翔显得“另类”。

然而， 我们的中学教育多么需要这样的
“另类”！

在他身上，有一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这是一种不计功利、 以求知求真为最大
乐趣的精神。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希腊先哲把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人生最重要的
位置。 “朝闻道， 夕死可矣”、 “学而时习
之， 不亦乐乎”， 我国先哲也以求知为人生
第一要务。 一个不崇尚学习、 不懂得求知的
乐趣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 文明的发达，

人才的陶冶， 都仰赖于一种社会风气： 以博
学为荣、 以无知为耻。 对知识的渴求就是对
文明的尊敬。 中学教育关注一个人的青春阶
段， 尤其应培养孩子对知识的好奇、 对学术
的尊重、 对文化的守护。 然而， 受社会浮躁
风气、 功利思想的影响， 中小学教育看重的

是升学， 是应试。 苏霍姆林斯基说， 学校是
人民精神的“圣地”。 如果我们的中学教育
不能让学生体会到求知求真的乐趣， 不能培
育大批以追求知识为终身志向的学生， 那
么， 学校就不过是职业训练所， 是精神的荒
草地。

这是一种独立思考、 我思故我在的精
神。 帕斯卡尔说，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能够
自由、 独立地思考， 是一个现代公民健全人
格的标志。 没有自己的思想， 就没有独立的
创造。 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首先就要
教会学生独立思考。 可惜的是， 我们的教育
自觉不自觉地大量制造“两脚书橱”： 教师
自己不研究、 不思考， 以教材为“圣经”，

所谓教研不过是研究如何把课本知识有效传
递给学生的技巧、 方法， 而于开阔学生知识
视界、 启迪学生心智、 拓展学生精神疆域等
更重要的教育问题， 则漠不关心。 于是有钱
学森之问： 这么多年，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
杰出人才？ 其实， 如果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
没有给高校提供可造之才， 高等教育又岂能
做好“无米之炊”！ 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学生
都能自由思考、 独立思想， 那么英才辈出的
局面就指日可待。

这是一种沉潜敬畏、 计白当黑的人生精
神。 在许多人眼里， 程翔这么多年都在做一
些“无用” 的事情。 是的， 学术研究尤其是
基础研究， 是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它

于教学有多大帮助呢？ 似乎没有。 它于学生
的考分有多少助益呢？ 似乎更没有。 它于程
翔带来什么经济利益呢？ 不但无收益， 还要
“赔本” （为研究《说苑》， 他大量买书， 还
要异地搜集资料， 个人花费好几万元）。 这
是“傻子” 精神。 现在我们多的是“聪明
人”。 就连教育， 也多了喧嚣而少了沉静、

多了漂亮而少了朴拙、 多了经营而少了自
然。 教育不是买卖， 然而有一些学校却充满
市侩气。 老辈学者讲“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
章不写一句空”。 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
导师之一的陈寅恪， 据说曾立誓

40

岁前不写
文章。 这样清贫守道的精神， 在高校里还保
留了多少， 在中学里还留有痕迹么？

少一些“聪明”， 多一些质朴， 教育就
可能多结出一些硕果； 少一份浮躁， 多一份
虔诚， 学校就可能多造就一批人才。

只有更多的老师、 校长， 像程翔这样，

保持一份“学者精神”， 教育的文明之光才
会照亮千万颗可爱的心灵。

诺基亚将为灾区建设
心理测评系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诺基亚阳光
工程基金日前在京成立。

据悉，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将在

2009

年至
2012

年向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捐赠

1500

万元人民币，设立
诺基亚阳光工程基金，实施阳光工程
项目———未来

3

年内将在四川灾区建
设手机心理测评系统，开通

12

条心理
热线、两个心理咨询中心。 该项目建
成之后，灾区人民可通过手机热线对
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试并进
行自我调节，手机热线为咨询者提供
一对一的服务。 心理咨询中心则可为
有中度心理问题的患者提供面对面
的服务，并将帮助有重度心理问题的
患者接受住院治疗。 （郭铭）

北大名家名作音乐朗
诵会举行

日前，一台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和国家话剧院联袂打造的“聆
听·青春———北大名家名作音乐朗诵
会”在北大举行。

这台朗诵会选取了鲁迅 、 梁启
超、蔡元培、毛泽东、徐志摩、戴望舒、

北岛、 海子等名家众多精彩作品，通
过运用朗诵、短剧表演、音乐和多媒
体等形式进行演绎，使观众重温了大
师情怀，回顾了文化精英的智慧。 据
悉，该朗诵会将在多地巡演，演出内
容结合各地特色将有所变化，让观众
体验差异的文化特质与丰富的表演
风格。 （纪秀君）

程翔与学生们在一起

两岸戏曲学院北京座
谈昆曲《李香君》

由中国戏曲学院与台湾戏曲学
院共同主办的新编昆曲 《李香君 》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为促进两岸教育文化的共同繁
荣与发展， 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新
编昆曲 《李香君》 剧组近日应邀在
北京进行了多场演出 。 新编昆曲
《李香君》 根据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
《桃花扇》 改编而成， 讲述了秦淮歌
女李香君与河南商丘才俊、 东林党
人侯方域的爱情故事， 还穿插了藩
镇战乱等历史事件。 研讨会上， 专
家学者对新编昆曲 《李香君》 的创
作和演出给予了很高评价， 认为这
部投资仅

8

万元的小制作昆曲是原汁
原味的好作品。 （姜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