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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赵梅生美术

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联合举办双馆

双展：“雪海流香——赵梅生书画展”

“薪火相传——赵梅生门生赵同泽‘两

弹一星’先进群体立体肖像版画展”，

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

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

太原画院名誉院长、太原学院终身教

授赵梅生的作品让观展者赞叹不已。

我与赵梅生老师相识相知将近半

个世纪，共同的职业把我们的心紧紧

联系在一起。我很敬重他，不仅因为

他比我年长一轮，也因为他钟爱艺术

教育的“钉子”精神和以身示范的师德

榜样。

在三尺讲台上，赵梅生老师一干

就是 80 年。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

字，怎能不让人敬重？他从小学教师

一直做到大学教师，从青年一直做到

暮年。他把汗水洒在了教室，把感情

留给了学生。

我国教育是十分重视师德的，把

师德看作教师的魂。80 年来，赵梅生

老师用自己的人品诠释着一个教师应

该具备的职业道德。他为广大教师树

立了一个榜样——用师德的光辉照亮

学生成长的旅程。

明清时期书法家傅山先生说“作

字先作人”，那么作画呢？当然也应

“作画先作人”。作为一个画家、美术

教育家，赵梅生老师是用人品与画品

传播真、善、美，并引领学生去追求真、

善、美。他一生践行人品与画品的统

一，用大写的人画最美的画。课堂上

学生提问时，他的眼睛总是看着学生，

脸上带着微笑，不经意间还会露出天

真的幽默与真诚的谦恭。

这种生性平和而又饱含激情的修

养也体现在他的画作里。

赏赵梅生老师的画犹如与一个性

情温和的人聊天，享受着恬静的美与

纯洁的真。茶杯、茶壶、钥匙、门神、彩

带，甚至虎头鞋、冰糖葫芦等生活物品

都可以堂堂正正入画，看似平淡，但其

中充满了他对生活的爱，这种爱反映

了画家念念不忘“我从哪里来”的朴实

情怀。

画作《巍巍太行》给人以巍然壮观

之美，反映了国难当头之际，中华儿女

奋力抗争的不屈精神和英雄气概。《上

下五千年》给人以悠悠长河之美，蕴含

着国家博物馆承载了历史长河的文明

与血脉，揭示了中国梦必将在中华民族

的奋斗中变为现实。这些画作豪爽大

气，无不展现着画家对生活、对历史、对

祖国的满腔热忱。他无愧于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科学与艺术专项授予的

“优秀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80 年的艺术教育生涯，没有甘守

寂寞的潜心治学精神，没有淡泊名利

的克己奉献思想，是断然坚守不下来

的。赵梅生老师坚守了下来，无论多

么坎坷、艰难，都不能变更他一生从教

的初心。是什么让他如此坚韧不屈、

初心不改？我认为，是师德光辉的文

化素养。

作家梁晓声是这样解释文化一词

的：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是无需

提醒的自觉，是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赵梅生老师用

他的工作实践与画作演绎着文化的本

质与内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在他的画作里，梅花占主导地位，

这与他爱梅、羡梅不无关系。梅花是

“四君子”之首，寓意着人的道德品行，

比如铁骨铮铮，坚韧不拔。比如不趁

风扬土，不随波逐流……在画作《满堂

红》里，画家写道“随心挥笔寒梅语，姿

意泼彩红满堂”，又记“忆往昔，寒梅伴

我度日爽神，今兴致操笔与梅对语，友

梅也”。你看，画家把梅花当作朋友，

与朋友对话，共诉衷肠，梅的品格刻进

了他的骨髓，他在赞颂顶风冒雪的梅

花，也在讴歌坚强不屈的品格。以梅

的品格做人做事，这才是他爱梅、羡梅

的原因所在。

不说大话，低调做事，勤于学习，

勇于创新，是赵梅生老师为人处世的

风格和工作实践的原则。这些品格渗

透在他 80 年的教育艺术活动中，同样

也体现在他的画作里。赏他的画作，

你可以看到版画的黑白韵味、漫画的

浪漫、油画的细腻、工笔画的精巧……

低调其实是一种大气，有底气、有资本

的人才低调做事，用不着吹嘘炫耀。

92岁时，他在一幅梅花巨制上写下“铁

骨英姿”四个字。93岁时，他又在一幅

梅花巨制上留下四个字：“雪海流香。”

仔细品味，一位爱梅、羡梅、画梅、咏梅

的人民教师形象跃然纸上。这就是可

爱可敬的赵梅生老师，在联合国中文

日活动中，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人民

的骄傲”“中国传统艺术大使”的书画

教育家赵梅生。

我认为，赵梅生老师是师德的楷

模、艺术的高峰。

（作者系原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

山西省伦理学会会长）

我所认识的赵梅生老师
□ 陈茂林

江南古镇余杭位于天目之脉，苕

溪之畔。当地居民称芦花为“苕”，

苕溪穿城而过，宋朝诗人陈若虚曾

有诗云：“芦花两岸晴山雪，苕水一

溪春涨红。”

余杭古镇于公元前 222 年建立县

制，比秦始皇统一中国还要早一年，至

今已有 2244 年了，是浙江唯一的双千

年古镇。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

人众多、文化深厚、遗存丰富。127 年

前，西学东渐，余杭几位贤达决定创办

一所“新式学堂”，为千年古镇带来新

的文化元素。

从龟山书院到太炎小学

苕溪源于天目山，每年夏季难免

遇大洪水，民间传说“十年必有七年

水”。余杭历任县令长官大多重视治

水且擅长治水。其中，余杭人特别感

恩余杭“三贤”——汉代的陈浑、唐代

的归珧和宋代的杨时，专门修建了三

贤祠。

龟山书院为三贤之一的杨时所

建。杨时，号龟山，曾任余杭县令。隐

退后在余杭开始兴建龟山书院，作为

延师教子弟之所。杨时本人非常好

学，当时已为进士的他，毅然放弃高官

厚禄，到河南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

后来程颢去世，他又到洛阳拜程颢的

弟弟程颐为师。他和朋友游酢去拜见

程颐时，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

着假睡。这时外面开始下雪，两人在

雪中恭恭敬敬站立，直到门外的雪积

了一尺多厚。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

雪”的故事。

在龟山书院期间，杨时除讲学外

还专事著书，著有《二程粹言》《龟山

集》《礼记解义》等。他在讲学中提出

“合内外之道”，主张“致知必先于格

物”的理学思想；他对古余杭的文化建

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后来，杨

时又在无锡创办龟山书院，也就是后

来的东林书院。

晚清戊戌变法后，政府倡导“废科

举，兴学堂”，一大批新式学堂应运而

生。1905年，在余杭古镇的中心区，太

炎小学的前身——余杭县立高等小学

堂在龟山书院旧址诞生了，从此开启

了余杭教育全新的篇章，也搭建了太

炎小学的百年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太炎小学“离开”

了龟山书院，校址几经变迁，来到目前

的校址。这里也是一块“宝地”，曾是

余杭孔庙所在地，校园里文物众多。

学校在兴建食堂时，发掘出明伦堂碑

与肇建启圣祠碑。后来，校园内又发

现了640年前的敕榜谕众碑，昭示着这

里文脉传家久，诗书继礼长。

学校大门口，曾是余杭法喜寺旧

址，《余杭县志》曾记载，法喜寺在县东

半里，旧名吉祥院。曾有王荆公读书

台与忆乡亭。王安石曾在此读书、品

茗、作诗，如“门前白道自萦回，门下青

莎间绿苔。杂树绕花莺引去，坏檐无

幕雁归来”。相传，苏东坡在杭州做知

州时，也曾到过法喜寺，留下了“问谍

知秦过，看山识禹功”的著名诗句。

所以有人说，太炎小学自古就是

读书的好地方，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章太炎是余杭乡贤，出生在距太

炎小学东约5公里的乡下。16岁时，他

曾到县城文庙明伦堂参加童子试。据

考证，这是太炎先生与太炎小学最亲

密的一次接触。但谁又能想到，在太

炎先生去世前一年，即1935年，为纪念

章太炎的伟大功绩与巨大影响，学校

更名为余杭县立太炎小学。

老校长留下的无形财富

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姚仲寅、鲍俊

等余杭贤达决定创办余杭县立高等小

学堂。由鲍俊任堂长，姚仲寅任教国

语，两年后姚仲寅继任堂长（后更名为

校长），此后他任职校长达 18 年，是任

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之一。

姚仲寅治校有方，以身作则，引领

示范，表率榜样作用明显。

他不管多忙，都兼教国语课且从

不缺课，认真备课、批改作业常至深

夜，教学方法时常创新，教学质量较为

突出，赢得了学生的喜爱。

他管理民主，尊重师生。他有事

与师生商量，充分听取意见，从不武断

行事，赢得师生的高度信服。因此形

成了和谐、和睦、友好、互助的校风，学

校的名声也远近闻名，许多学生慕名

前来求学，周边学校同行也来参观

学习。

他克勤克俭，律己奉公。学校缺

少办学经费，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多

方筹措。对上级拨付的办学经费，他

总是精打细算，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作为校长，他拿着最低的薪水，过着清

贫俭朴的生活。他离任校长时，经费

有5000多结余，如数移交学校，用于建

造新校舍。政府奖励200元，他也捐给

学校用作办学经费。

他热爱读书，勤于钻研。姚仲寅

视书如命，常常手不释卷，每有心得都

记下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抗战前

夕，他从事《余杭县志》的编修工作。

晚年他关注水利，对疏浚南湖、苕溪都

有专题研究。由于右手患风湿性关节

炎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代替。

姚仲寅的作风、人品与治学之道，

为百廿太炎小学奠定了基础，也开创

了太炎小学办学之风。姚仲寅既是学

校的鼻祖，也是学校的标杆，为后人打

开了优质办学的大门。

在 后 续 的 校 长 继 任 者 中 ，不 得

不提潘南文副校长。他组织人员编

修校史，在百年历史梳理中，他花费

了不少心血与精力。从 1985 年 10 月

至 1986 年 2 月，他带领教师搜集资

料、编修校史，查阅 700 多件文书资

料，走访 300 多名知情人，召开 10 多

次座谈会，发出查问信件 93 封，笔录

10 多万字，最终完成了 3 万多字的

校史初稿。编修校史对于太炎小学

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有着重要的推

动作用。从普通教师到教务主任再

到副校长，潘南文对学校的传承立

下了汗马功劳。在平时的生活、工

作中，潘南文待人处事平和、踏实、

真诚，让人可信、可敬。

这些一心为公、身体力行、以身示

范的校长，是太炎小学一笔无形的、巨

大的财富，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太炎人。

代代不息传薪火

太炎小学历经百年，如果说最宝

贵的财富是什么，那无疑是优秀的师

资队伍。

退休教师李炳炎今年 85 岁了，每

次返校，他总是牵着老伴的手，在校园

多走几圈，因为这里曾是他挥洒汗水

的地方。20世纪 80年代，他组建了校

排球队。一开始，家长认为排球队太

苦，不愿意让孩子参加，李炳炎就先从

自己的女儿带起，又动员了校长的女

儿。他训练很认真，也讲究方法，成效

显著。他带领学生征战全省，有一次

到衢州比赛，晚上还要管好这些小队

员。为了不让学生太想家，确保他们

休息好，比赛之余，李炳炎带学生参观

飞机场，为他们买西瓜。当时居住的

旅馆里只有一顶蚊帐，他让学生全部

挤进蚊帐里睡觉，自己却在外面守着

不睡觉。1989 年的中日学生排球赛

中，他带领学生打败了日本代表队，为

国家赢得了荣誉。

太炎小学的优秀，不只是体现在

个人能干，更体现在团队协作。这是

太炎小学的传统。对于新教师，每个

老太炎人都是师傅，都会耐心帮助新

教师，大家不仅是团队，也是一家人。

正因如此，太炎小学才得以薪火相传、

代代不息。

卢永祥曾是太炎小学的体育教师

（现为另一学校副校长），说起自己的

师傅李炳炎，他是发自内心地崇敬与

尊重。李师母去世时，卢永祥带上家

人，全程参与葬礼并做好全部的后勤

工作。

曾是太炎小学音乐教师的蔡昭春

（现为某幼儿园副园长），说起当年团

队的传承，她仍泪眼汪汪。她的师傅

陈济远带领的校民乐队，从零起点到

全省冠军，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陈

济远退休前一年，本想取得全省冠

军，结果仅获得第二名，他站在走廊

处，凝视着远方，久久不说话。蔡昭

春清晰地捕捉到师傅的心思，痛下决

心，立志不让师傅失望，艰苦训练，不

计得失，最终校民乐队连续 8 年获得

全省冠军。

太炎小学的教师有着非常强烈的

集体荣誉感，学校办得好，个人也感到

荣耀，这是全体教师的共识。正因如

此，每个人都在用心呵护这份荣耀，都

在努力为太炎小学添光增彩。

新中见老，老而弥新

一所学校是否有活力，关键看有

没有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品质、创新的

能力与创新的成果。唯有创新，学校

才能立足当下、赢得未来。

太炎小学以余杭乡贤、国学大师

章太炎的名字命名，多年来坚持挖掘

章太炎的思想，学习章太炎的品质。

学校把工作思路定为“讲太炎故事，传

太 炎 精 神 ，展 太 炎 情 怀 ，做 太 炎 名

师”。前两个“太炎”指的是太炎先生，

后两个“太炎”指的是太炎小学。太炎

先生是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太

炎先生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的

不足；太炎先生是一座丰碑，激励着我

们不懈追求。

学校结合章太炎的教育思想与成

长历程，提炼出“崇德、尚志、博学、砺

行”的校训。目前，学校对学生的评价

也使用了“太炎少年”评价系列，即崇

德少年、尚志少年、博学少年、砺行少

年，让校训深入每一个师生心中。有

家长说，自从学生评价制度修改后，孩

子积极主动要求做家务，热情参与社

会实践活动。

太炎小学位居杭州“城西科创大

走廊”的核心位置，此地为余杭举全

市之力打造的新增长极。这样的区位

优势，给学校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

太炎小学把老余杭双千年古镇与太炎

小学的百年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提

出“千年古镇弦歌不断又创辉煌，百

年太炎薪火相传再谱新篇”。学校号

召全体师生参与办学定位大讨论，这

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也是一次精神的

淬炼，更是一种力量的凝聚，最终将

其定位为“千年古镇，百年名校，现代

学校，未来品质”。这既是对过去的

总结，也是对今后的更高定位，一切

工作必须以“名校”为起点，也最终要

能够回归到“名校”。现代学校，即通

过努力争创省现代化学校。未来品

质，追求的既是今后更高的教育品

质，同时也是“未来科技城”的教育

品质。

这样的定位，既结合了古镇的教

育资源，又把现代与未来紧密结合，

最关键的是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

想，明确了目标，凝聚了力量。接下

来，唯有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向目标

迈进。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太

炎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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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图为不同时期的校门以上三图为不同时期的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