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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萍

刘萍治校漫谈⑤

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从大城市到小

县城，相当一批很有办学历史的学校搬

到了城市新区。这里确实有一些是学

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最初的建设规

模有限，一些老学校已经不能适应新的

办学形势，但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带动城

市新区的发展。一所学校特别是名校

落到哪儿，周边的房价、地价会随之攀

升，服务业也会繁荣起来。

在这种大背景下，当时也有人动

员我把无为中学搬到新区。有一年县

人代会期间，竟然有几十名人大代表

联名，要求把无为中学从老城区迁走，

理由是学校上下学时造成了交通拥

堵。我的观点是，学校条件差点可以

逐步完善，但如果彻底搬走，相当于把

一棵大树连根拔起，会大伤元气。当

然，政府如果需要无为中学来拉动新

区发展，我们可以办个分校。最终，开

明的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

我们之所以要固执地守着老校，

一方面是考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便

利。教师大多住在校内或学校周边，

当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互交织

时，教育的过程就向课外无限延伸。

课后的请教，还有与老师路遇时的交

流，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益匪

浅。学校一旦搬离主城区，学生在课

后往往很难见到老师，学校不可能要

求老师为了工作放弃个人的一切。作

家张曼菱在谈到一些城市新建的大学

城时曾说：“那是对学生的遗弃，简直

就是大学的犯罪。在遥远的郊区，除

了小卖部，什么都没有，老师都不在那

儿，一群刚入学的孩子在那里，简直是

集中营。”作家的观点固然尖锐，但也

不无道理，无论大学还是中学，都不能

成为孤岛，不能远离世俗社会，如同植

物不能离开土地一样。

新学校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

当一部分学生必须住校，许多人认为这

正好可以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其实

不然，对成长中的学生来讲，离开父母

会引发许多问题。多年来，无为中学的

学生和同龄人一样，也面临着激烈的升

学竞争，但学生的精神状态一直不错，

我觉得这与我们是一所走读制学校有

关。学生每天骑车、走路往返于学校与

家之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身心

的过程。另外，父母的陪伴、家人餐桌

上的交流，都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疏导。

再优秀再称职的教师，都不可能替代家

长对孩子的关心和安慰。

当然，新建学校普遍占地面积大，

设施齐全，可以为办学提供各种硬件支

持。但“大”也有“大”的不便，从教室到

办公室，下课 10 分钟还不够路上一个

来回。相比而言，老学校可能更加人性

化。无为中学办学空间虽局促，但紧

凑。行政干部和教师、教辅人员都挤在

一幢楼内，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亲

密无间”。下课时，学生送本子，打开

水，上卫生间，还有找校长汇报问题的

纷纷涌入，楼内一片嘈杂，但我觉得这

可能更接近教育的本质，当学生时时感

受到老师的“在”，心理上会有一种温馨

感、安全感。

有一次，一个老师拿着其他学校

印着“新XX”的校刊给我看，很有艳羡

意。我说，那就把我们的校刊改为“老

无中”吧。学校老一点有什么不好？

一个“老”字，积淀的是深远的记忆和

情怀。著名学者易中天说：“人才不是

培养、打造的，而是用时间慢慢熏陶出

来的。为什么大家都向往名校、老校、

重点学校？不见得这些学校的师生就

比普通学校好很多，而是因为它们有

传统，形成了一个气场、一种氛围，这

是多少代人传下来的。在爬满青藤的

老校舍里上课和在现代化的、很酷的

校舍里上课，感觉是不一样的。”

创办于 1925 年的无为中学，于

1956 年秋迁址于此。草创及战乱年

代，学校曾寄身于宗祠、庄园、寺庙及

偏远乡村。今日无为中学校址，有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唐代此地建有

景福寺，宋代又建有西寺塔，嘉庆版

《无为州志》记载：“宋人寓此试士，明

时行朝贺礼，先一日于此习仪，至今仍

之。”斑斑遗迹，可寻可思，成为不可多

得的校本教材。

更何况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桌一

椅都记载着校友曾有过的青葱岁月，

记载着他们成长年代的眼泪、欢笑与

深思，已成为他们的心灵家园。校园

里有棵古老的银杏树，一位校友曾动

情地说：“我很喜欢那棵不修长不挺拔

不婆娑不显眼可能还不为人知的银杏

树，它就站在那儿，看孩子们匆匆地来

回，不说话，也不叹息。看着看着，不

知道哪一年它就老去了，而从它身边

走过的依旧是脸上点缀着若干青春痘

的孩子……”

是啊，这校园是老了，可一路走来

的人和事却永远鲜活地存在。我们守

着老校，是不是也在守着教育的初心

和使命？

（作者系安徽省无为市政协副主

席、无为中学原校长）

守着老校

学校老一点有什么不好？

一个“老”字，积淀的是深远的记

忆和情怀。

让教育离人近些，再近些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百年坚守”

□ 张雪亚

“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

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

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以

赢得未来幸福，造福国家社会。”这是

去年全国两会上，唐江澎校长对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一种

回应，也是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简称

“省锡中”）对教育“成全人”的一种坚

守。从 1907 年匡园的第一声钟铃响

起，省锡中已经走过了 115 年的历程，

这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不仅仅是一种

时间的刻度，数字背后积淀的是百年

教育文化的厚度。

真实不欺，择善践行

齐声诵读校训释义，是省锡中传

承多年的开学第一课。“我校校训，曰

诚，曰敏。夫真实不欺之谓诚，择善

践行之谓敏……今我校以诚敏为校

训，使立身有诚实之美德，作事有敏

捷之习惯。我校同学，受此良善之教

化，应如何拳拳服膺，互相劝勉……”

“诚敏”二字为校训，亦是省锡中

前身——匡村中学创办人、被后来的

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主”的匡仲谋先

生的立身之本和办学之基。

匡仲谋先生最初从学徒起步，以

“诚敏”立业，渐至拥有棉业、报业、银

行业、地产业，终成影响一方的实业

家。他秉承“启智为强国，办学为民

族”的教育理想，于1907年回乡斥资兴

学，渐次创办匡村小学和匡村中学，先

后捐赠匡家岸田地168亩，投入白银30

万两。此外，他还资助私立上海商科

大学、中华职业学校、立达学院、正风

文学院、致用大学，并在苏州东吴大学

设立奖学金，先后资助秦含章、殷文友

等多位寒门学子出国深造。

即便在上海蓬莱国货市场被日

军焚毁、银行被迫关闭，其商业经营

屡遭打击而举步维艰时，他对教育

的 投 入 依 然 如 故 。 他 不 仅 要 办 小

学、中学，还要办匡村大学，尽管因

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但这种宏

大的办学理想和执着的办学努力令

人感佩。

匡仲谋办学有明确的目标：“在

小学、初中两阶段，办学崇尚严格主

义，希望来匡园读书者能够打下良好

的基础；到升入高中时，则以自由研

究、发展个性、培育实用人才为主旨

……学生用费务必设法使其节省到

最低限度，让贫苦子弟也有享受教育

的机会，让有志青年专心培养能力，

研究学术，以为日后建设中国产业、

发展民族文化之预备。”在救亡图存

的年代，从匡园走出了锡流骨干、革

命中坚、工程院士、酒界泰斗……匡

园的青年人秉承“诚敏”校训，响应时

代呼唤，矢志为民族独立、国之富强

而奋斗。

匡仲谋先生办学数十年如一日，

“ 朝 作 夜 思 ，拳 拳 于 怀 而 不 能 已 ”。

1926年，在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榻上，校

主曾写下一段垂箴：“古人言有志者事

竟成，拿破仑字典无难字，皆言作事之

贵有诣力也。历观中西伟人，于其预

达之目的，穷日之力而不能至者，则累

月以赴之，经年以赴之，甚有毕生之不

足，后人继起而赴之，务达其目的而后

已。往哲之事，吾侪所当取法。余年

四十有九矣，经营匡校十有九年，阅尽

艰辛，精力俱瘁，而余之目的犹未达

也。”这段心声是一位教育理想者为美

好愿景穷日、累月、经年、毕生以赴之

的精神和对后世承接者的殷殷期待。

健全人格，发展个性

1927 年，学校迎来了一位留美教

育学博士——殷芝龄先生，他曾在哥

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深造，学成归

国后受匡仲谋之邀，担任匡村中学第

七任校长。殷芝龄把现代教育理念带

到了学校，订立了“健全人格，发展个

性”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十大训育标

准”，即锻炼健康强壮之体魄、陶冶言

行一致之美德、涵养至公廉洁之节

操、激发舍身为国之精神、鼓励服从

团体之主张、训练谦恭温和之礼貌、

养成灵敏精密之头脑、练习增加生产

之技能、培养节俭耐苦之习惯、增进

活泼愉快之态度。“十大训育标准”从

身心与道德、操守与价值、精神与气

质、思维方式与实践能力、生活习惯

与人生态度等方面细化了学校的人才

规格和培养目标，使“健全人格，发展

个性”的主旨呈现出更为明晰的展开

式，也使匡中教育对“人”的刻画更为

立体而丰满。

如今，“十大训育标准”被镌刻于

学校博物馆的墙壁上，见证了省锡中

百年的教育坚守。走进博物馆，一张

80 多年前的老照片上，一位布衣少年

伫立其中，脸上的表情腼腆而自信，照

片上方有一行小字——“一学年以上

不缺课者”。除此之外，还有“操行特

别善良者”“服务特别勤勉者”“寄宿生

特别整洁者”“运动成绩特优者”“学业

特别勤勉者”……这些照片是学校专

门从城里请来摄影师所拍，在“一照难

求”的年代里，我们能想象这些孩子是

怎样的幸福而又备受激励！这种令人

倍感温馨的评价方式，充满了教育的

温度，是一所学校对学生个体生命的

尊重，它指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终身

发展。

在今天的省锡中，学校为学生铺

设红地毯、搭建领奖台，让每一位获奖

的孩子接受庄严而隆重的表彰。校长

为每天坚持跑步的学生颁奖，为参加

志愿者服务的学生颁奖，为学业进步

的学生颁奖，为经常给父母打电话的

学生颁孝心奖……这种“为了成长”的

评价体系，让更多学生体验到奋斗之

后成长的喜悦，也让更多学生身上的

亮点在肯定与鼓励中闪烁光彩。

做站直了的现代中国人

1952 年暑假，国家对全国大中学

校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对旧的私

立学校进行改造，转为政府管理，同年

12月，匡村中学也由私立转为公办，学

校更名为无锡县中学。1955 年，校内

单独建立了中共无锡县中学支部，毛

西泠先生成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

国家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成

为这一时期学校的办学宗旨。学校出

台了许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规章制

度，“团结、谦逊、勤奋、朴实”的校风初

步形成，极大提高了办学水平和办学

层次。1960年2月，学校被定为江苏省

重点中学，1963年 3月，学校被列入全

省 15 所示范高中行列，并当选为全国

学联代表单位。

1966 年，全国开始进入动荡不安

的“文革”时期，无锡县中也遭受史无

前例的重创，学校先是被更名为杨市

中学，随后被一分为六，直至 1978 年

才恢复“无锡县中学”的校名。亲历

了这段历史的学校老书记李保成感慨

地说：“无锡县中的发展轨迹是呈马

鞍型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

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然后因为‘文革’

没落到低谷。1977 年恢复高考后百

废待兴，这时候县中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是自甘落后，从此一蹶不振；另

一种则是卧薪尝胆，知耻后勇，重振

县中当年雄风。”很显然，无锡县中选

择了迎难而上。在祁士清校长、朱士

雄校长、厉墨龙校长等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县中人持续接力，“十年磨一

剑”，开启了艰难的复苏之路。

1985 年，朱士雄担任校长，全校

上下齐心协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

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1993 年，学

校牢牢抓住历史机遇，恢复了江苏

省重点中学的身份。1996 年，学校

正 式 更 名 为“ 江 苏 省 锡 山 高 级 中

学”，并于 1997 年成为江苏省首批国

家级示范高中。

面对新世纪的教育需求，学校提

出了培养“站直了的现代中国人”的育

人目标。朱士雄校长说：“做站直了的

现代中国人，是我们学校育人目标的

一种形象化、概括化表述。其内涵为：

一是应该做堂堂正正的有中国心的

人；二是应该做既继承民族传统美德

又具有现代文明素质、行为习惯的人；

三是应该做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

质，能为日后自立社会、成就事业打下

合格基础的人；四是不再是‘文弱书

生’‘病夫’形象，而应做以坚韧的意

志、强健的体魄站立的人。”

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
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

1993 年，唐江澎来到这所江南名

校，成为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而一

项教学之外的任务开启了他对教育本

质的追寻。在整理校史的过程中，他

一次又一次触摸着学校的精神，一遍

又一遍思考着教育的真谛。2006 年，

唐江澎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二十七任校

长，他带着省锡中人传承学校百年教

育文化，向着理想的高地迈进。2019

年，省锡中成为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

中 G20 立项学校，2020 年又入选了普

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

校，实现了第三次跨越发展。

在省锡中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匡

村时代的理化生实验课、学生自治委

员会、多元全面的评价体系、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在今天的省锡中校

园，我们更能看到茁壮成长的样子，覆

盖全科的课程基地、指向“人的成全”

的课程体系、学生全权运营的匡园社

街、专为学生铺设的“红地毯”……百

年前的理想蓝图正在变成立德树人的

生动现实。

唐江澎校长说：“因为有了百年的

时间，我们就有了时间的跨度、历史的

长度，也就有了视野的宽度。在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要

培养的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他们具有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省锡中把这样

一代新人的形象进行了具体化描述，

也就是‘四个者’。我们的育人模式转

型是基于现实，朝着理想，这种艰难的

变化还在途中，永远是进行时，不会有

完成时。”

1937 年学校 30 周年庆典时，匡仲

谋曾有过一段这样的感慨：“思念者，

事业之发动机。是故，一事之废兴，

视乎一念之张弛。念兹在兹，则事业

亦日就月将也。”从“立身有诚实之美

德，作事有敏捷之习惯”到“十大训育

标准”，从“做站直了的现代中国人”

到“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

决者、优雅生活者”，省锡中的育人目

标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念兹在

兹”，变的只是时代的需求，不变的是

教育的真谛。正如唐江澎校长所言：

“‘百年坚守’，就是要以百年的眼量，

不断追问教育的本质与终极价值，并

将‘成全人’确立为坚定不移的教育

追求、教育信条，确立为坚守的方向；

同时，面对现实，不断省察自我的价

值取向与办学行为，尽力摆脱功利的

牵拉。拿出我们的智慧与定力，让教

育离人近些，再近些！离功利远些，

再远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开栏语：一所具有百年历史

的学校意味着什么？回望百年历

史，能看到什么？时间是天然的

过滤器，岁月是最好的分辨仪，什

么样的教育才符合规律——时间

会给出答案。“寻访百年老校”栏

目将循着百年老校的足迹，追溯

远去的历史，旨在以史为鉴，传承

文化，让教育在继承中更好地走

向未来。

寻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