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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基广

我对汉字和书法的喜爱源于黑板

和粉笔。

犹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

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每当他

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书写时，我都会

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盯着老师手中

那支神奇的粉笔，惊喜地看着他在黑

板上写出一个个、一排排漂亮的汉字，

小小的心灵惊叹着黑板上的汉字之

美。那时的我一直有个小小的心愿，

长大后我也要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这

么漂亮的文字。甚至下课的时候，我

也抢着奔到黑板前面，拿着黑板擦，恋

恋不舍地擦黑板，期待着下一节语文

课的到来。

曾几何时，教师使用电子白板、多

媒体一体机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使用

粉笔、黑板的时间越来越短，以至于在

许多优质课、竞赛课的课堂上，为了追

求所谓的课堂效率，追求板书的美观，

教师课前提前做好了字条，上课时直

接粘贴在黑板上，不再一笔一画地当

堂书写，导致课堂失去了本该有的教

育味道，也逐渐丢失了板书特有的育

人功能。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有多少孩子

像童年的我一样，是在老师吱吱作响

的板书声中，在黑板和粉笔的陪伴下

成长的？有多少孩子在老师板书的时

候，聚精会神地盯着老师神奇的手和

工整的粉笔字，对汉字、汉语和民族的

爱悄悄发芽，悄悄生长？又有多少孩

子在下课之后，在作业本上悄悄地模

仿着老师的字体，满怀喜爱、满怀欣喜

地看着自己的字一天天写好？

我们不妨细想一下：一位语文老

师在用粉笔板书的时候，他的心中蕴

含、洋溢着多么深的情感，对汉字的情

感，对语文的情感，对课堂的情感，对

教育的情感，对中华文明的情感，而这

些情感又通过一支小小的粉笔，通过

粉笔在黑板上的一笔一画，慢慢展露

在孩子面前，滋润着孩子幼小的心

灵。一位数学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随

手画一个漂亮的圆，一位地理老师、历

史老师用粉笔信手画一幅中国“雄鸡”

地图，引得孩子一片惊叹声和羡慕的

目光，透过这目光，对学科的爱、对学

习的爱、对祖国山河的爱愈来愈浓烈，

一颗颗爱的种子悄然播下。

而这一切，是现代多媒体教学手

段，是一体机、电子白板和显示屏所无

法达到的。屏幕是冰冷的，没有教育

的温度和情感，课件投影出来是没有

过程的，与学生的距离是很远的，很难

打动学生的心灵。而粉笔和黑板让教

育过程在一笔一画中，在师生的互动

中，在老师的指尖和背影里，体现和释

放着教育的温度和情感，源源不断地

浸润师生的心灵。

两 年 前 ，我 校 就 施 行 了“ 黑 板

日”的教学举措，规定每周四整天，

全校各科老师关掉一体机，关掉屏

幕，用粉笔和黑板上课。“黑板日”的

施行，有效保护了孩子的视力，一度

边缘化的粉笔和黑板又回到了我们

的课堂，回到师生的中间，让我们的

教育教学不断回归质朴，回归本质，

回归原点。

再 先 进 的 教 学 设 备 只 是 手 段 ，

人的发展才是终极目的。我们不能

舍本求末，更不能误入现代化的陷

阱。我想说：黑板和粉笔是最古老

的教学媒体，也是最现代的教学媒

体。黑板和粉笔古老而年轻。我们

要永远给教育留一支粉笔，给未来

留一块黑板。

（作者系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校长）

粉笔和黑板让教育过程在

一笔一画中，在师生的互动中，

在老师的指尖和背影里，体现和

释放着教育的温度和情感，源源

不断地浸润师生的心灵。

石室红门石室红门

给教育留一支粉笔

张基广·细节里看教育①

石室中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历史变奏
李冰治水、文翁化蜀历来被誉为

秦汉时期蜀地最了不起的两件大事。

2000 多年过去了，李冰开凿的都江堰

不废不变，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仍办

学不止。

时至今日，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

学的教学楼上，由石室校友、著名书法

家何应辉题写的校训“爱国利民、因时

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实”格外引人

注目，这 16 个字记录着文翁石室近现

代以来的教育足迹。

清顺治九年（1652 年），石室所颁

行的“学校条规”中，明确要求“生员立

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

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

事，更宜留心”。民国时期，学校结合

时代需求，提出了“救国利民”的办学

目标。后来，学校把二者进行了整合，

提炼出“爱国利民”的石室精神。

民国十一年（1922 年），时事风云

变幻，教育也面临新旧学制的转轨，成

都府中学堂监督（后改称校长）刘咸荥

明确指出，学校的办学原则应“因时应

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在新旧军阀的争权夺利中，

中国逐渐走向统一，国家和民族出现

了新的希望。当时的校长文藻青提

出，石室要为国家培养德达材实、立志

宏远、共济时艰的人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扩大侵华，野

心昭然若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的校长刘刚甫认为，学生要严守校规、

约束自身，才能成为中流砥柱之才。

于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提出

了“整齐严肃”的校训，并严肃校规、严

格军训，甚至要求学生短发，穿军服，

以期培养刚健朴质的校风，为国家培

养栋梁之材并领袖全川。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管理层带领

全校师生进行民主投票，最终选定“爱

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

实”作为石室校训，即爱国利民的家国

情怀、因时应事的创新能力、整齐严肃

的规范意识、德达材实的核心素养。

自此之后，石室校训没有更改过。校

训正是文翁石室得以绵延至今的原因

之一，已成为学校生命力、凝聚力和感

召力的精神核心。

爱国利民
石室人的情感底色

“爱国利民”为家国意识之体现。

文翁为了改变蜀地的落后面貌而

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堂”，

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专任教师”，开创

了“最早的地方财政支出办学”——文

翁认为石室既为官办学校，办学又是

治蜀的一项重要措施，经费统一由地

方政府负担；开创了“最早的助学优

惠政策”——免除赋税徭役；开创了

“最早采取知行合一的育人模式”——

文翁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

生的实践。学生学有小成后，即可进

入蜀郡官府进行实践历练，学习如何

为官治民。通过这种实务与实践，强

化教学效果，实行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由此，蜀郡民风、文风大化，“蜀学

比于齐鲁”，至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

皆立学校官，蜀人把文翁与李冰父子

相提并论，颂作“李冰治水，文翁化

蜀”。在当时皇帝的肯定下，地方官学

的办学模式从蜀地推广到全国，不仅

有利于社会稳定，更让广大百姓受益。

至近现代，在特殊的时代洪流之

中，无数石室学子在国家、民族需要之

时，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戊戌变法时

期，石室学子刘光第、杨锐见国难当

头，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张澜、蒲殿

俊、罗纶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

命奠定了基础；王光祈创立少年中国

学会，用进步思想感染无数青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无数石室学子

放弃学业，抗战报国。校志记载，民国

三十三年（1944年）始征集知识青年从

军，当年“共有 45 名学生毅然从军，报

效祖国。其中高中从军学生 41 名，初

中从军学生 4 名”。抗战胜利后，部分

从军学生退伍，继续完成学业。民国

三十五年（1946 年）三月，高中 21 班从

军学生李伯高退伍后请求发放毕业证

书之“报告”中这样写道：“当三十三年

冬，敌人进犯黔省之际，全国人心惶

惶。斯时生离毕业考试之日只隔数

日，惟不忍坐看国破家亡，乃于三十三

年十一月十八日离校入教二团，抛弃

学业，从军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石室学子陈懋章

在中学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

动机专业，立志改变我国航空事业落

后的局面。1979年4月，陈懋章赴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

1981年回国至今，先后负责过7个大项

目。20世纪 90年代末，陈懋章和他的

团队创新了新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的

相关技术。某大国著名发动机公司得

知情况后，曾 4 次与陈懋章联系，希望

合作并提出优厚条件，但被陈懋章婉

拒。“做人要傻，做学问要痴。”陈懋章

说，“我希望像校训所倡导的那样，做

个有真才实学的爱国者，像孝敬父母

一样热爱祖国。”2022年 3月，86岁高

龄的陈懋章院士主动联系母校，自愿

捐赠100万元设立“成都石室中学陈懋

章院士奖助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

和贫困的学生。

因时应事
石室人的创新灵魂

千年老校从来不拒绝新事物，因

为“因时应事”就意味着眼界开阔，不

断创新。

2013 年，为了提升学生“自育”能

力，学校把课间操的设计权和决定权

还给学生。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很多时髦的街舞动作首次“登堂入

室”，取代了一板一眼的广播体操进入

学校大课间。后来，有学生将新课间

操教学视频传到网上，爆红，点击率超

过千万。

文翁兴学可谓白手起家，在各种艰

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进行了一系列革

新。校舍建造，用成都最常见的石头垒

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简称“石

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缺少“束

脩”（教育经费），朝廷和蜀郡也没有这

项经费预算，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

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从

自身做起，“居以廉平，不自于严”，主动

节省费用开支，“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

蜀物”，用作培训教师的“束脩”。后来，

学校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规模，官

民子弟争相入学时，文翁就采取新的办

法，“富人至出钱求之”，终于形成了蜀

地教育的良性循环。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清

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在其他省

份纷纷观望之时，石室的改革却是大

刀阔斧。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

府师范学堂，后又改成都府中学堂。

改革后，学生学习内容由以前的儒家

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

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代中学

的格局。成都府中学堂成为改办新学

后四川省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公立中

学。成都府中学堂的开办，吸引了四

川各地学生，一时之间人才荟萃。

民国时期的张铮校长毅然决然地

学习发达国家的教学体制和课程，率

先聘请外籍教师，率先开设矿物、物

理、解析几何、英文、微积分、分析化

学、有机化学、法语等课程，率先在代

数、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

学科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等。一系列改

革创新举措，开启了现代教育改革的

大幕，也奠定了文翁石室现代教育理

念与办学思想的基础。

整齐严肃
石室人的治学底线

石室学生成绩优良，是严师教导

出来的。

20世纪初，校长张铮提出了“从高

立法，从严执行”的办学方针。首先，教

学时间长。上半年为28周，下半年为18

周，平均23周。其次，教材选用深。国

文选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

要考默写；英文选读《天方夜谭》《莎士比

亚乐府本事》等；物理、化学、外国历史、

外国地理都用英文教材。再次，学校管

理严。上课时监学会对不在位的学生进

行盘问，在校门和进校门不远的地方设

内、外稽查，住校生不准擅自外出，学生

不得无故早退……当时学校招生，校门

口的布告上明确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

深造，要求严格。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

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张铮还重视教

师的作用，进而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教师

队伍。其中语文教师有赵少咸、陶世杰、

任星海等，数学理化教师有何叔宜、饶德

滋、高咏涛、叶式鹏、盛绍龄等，英语教师

有王叔驹、何光玖、张翁洲、吴照华等，历

史教师有祝屹怀、张大和等，不胜枚举。

这些教师教学都很严格认真、一丝不

苟。如何叔宜，学生称他为“何阎王”，形

容其为人正直、教学严谨。

1934年，刘刚甫校长上任之初，鉴

于“吾国于鸦片之战而后，丧败累累，领

土割失殆尽。迄于今日，外交愈危”的时

局，决心“不避任何碍难，厉行军训，故现

在本校不分高初中，全受军事训练，学生

一切习惯，完全军队化”。严格军事化管

理和军事训练，并进一步以“整齐严肃”

四字为校训，要求学生“严肃身心，接受

校规”，提出“各生仍应淬厉精神，严遵规

定，毋稍逾越，俾养就刚健质朴之风，而

造成中流砥柱之人材，庶不仅学科占全

川之上乘，即校规亦当为全川之表率”，

极大地提升了石室学子的身体素质和军

事技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

22日，成属联立中学校务会议决议案对

学生服装规定，“高中学生穿麻色军制

服，初中学生穿黄色童军制服，违者第一

次记小过，第二次记大过，第三次退

学”。后来，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学生

服装，沿用上列规定，一直至1949年冬。

德达材实
石室人的育人追求

近现代以来，石室培养出无数德才

兼备的行业领军人才，如郭沫若、李一

氓、李劼人、贺麟、周太玄、王光祈、孙元

良、郭汝瑰等。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德

达材实”一直是石室不懈追求的育人方

向，也是石室精神中最关键的一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室中学结合

自身2000多年的办学实践，提炼出“继

承优良传统，打好素质基础，培养创造

能力”的办学思想，并将之浓缩为“传

统·基础·创造”6个字，这三个词语之间

是互为一体、相互融通、缺一不可的。

石室人还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归纳，

凝练出“高严精活优”的优良教风，即师

资高、学风严、教学精、思维活、品质

优。而这五个字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

到文翁的“诱进化之”和“每出行县，益

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

令，出入闺阁”。这其中蕴含的循循善

诱、实践育才、因材施教等教学经验，至

今仍有其蓬勃的生命力。

1979年，石室中学成为四川省第一

批对外开放学校，之后相继成为四川省

第一所在海外设立孔子课堂的中学、成

都市首批“华文基地学校”。这一放眼

世界、走出国门的举措，让石室人很早

就具有了国际视野与世界胸怀。

1995年，石室中学启动了课题“高

层次人才基础素质培养对策研究”，提出

了“专才、英才、通才”的“三才”培养目

标。在10多年的研究实践后，石室中学

在“三才”培养的基础上开始了创新人才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学校立足

长远，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人才培

养的核心任务，构建并完善了 STEAM

教育课程体系，建成了基于STEAM理

念的“三院两馆两中心一空间”。不仅如

此，学校3次举办“院士学生面对面”活

动，7位院士与学生面对面交流；3次举

办“石室论剑”高端学术论坛，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

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

校长与石室师生共话“大学与中学如何

衔 接 培 养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的 核 心 素

养”……2021年，石室在学校“十四五”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创建中国特色与有

世界影响力的卓越中学”的办学目标及

“培养有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的未来领

军人才”的育人目标。

而遍及世界的优秀石室学子，则

以自身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着这座古

老中学的魅力。

（作者单位均系四川省成都市石

室中学）

□ 田 间 赵清芳 李保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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