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

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其

宗旨为“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

工作”。从这里走出来的丁玲、王剑

虹、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人相

继参加革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和

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至关重要的

贡献，在党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

以及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巾帼的黎明》这本书以当代

视野和笔触再现那段令人难忘的

峥嵘岁月，还原历史真实，弘扬革

命精神，给人以追忆、启迪和力量。

全书共分“汇聚上海，红色的

起点”“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石

库里弄，云集的名师”“人性历程，

大爱的光辉”“革命奋斗，巾帼的黎

明”“苦难辉煌，无尽的怀念”六章，

在重温红色起点、讲好红色故事的

同时，也赓续着红色基因。作者杨

绣丽对史料的挖掘功底深厚，叙事

真实可考，行文中对事件、场景、人

物命运皆感同身受，饱含其深刻的

理解和丰富的情感，力图呈现建党

初期艰难探索、浴血战斗的历史进

程，一群革命女性的形象跃然纸

上。

党的一大召开后，开展妇女运

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

海作为近代中国工业的主要发源

地，这里纱厂、丝厂、烟厂多，自然

女工也多。陈独秀和李达等党早期

领导人便商量决定在上海创办一

所平民女校，培养一批妇女干部。

1921 年 12 月 10 日和 25 日，《妇女

声》和《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

生广告《中国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

女校缘起》：“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

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

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

具，养成自立精神。”鉴于当时党的

经费紧张，李达用自己的稿费租借

了南成都路辅德里 632 号 A（今老

成都北路 7弄 42号-44号）作为女

校校舍，课桌椅是上海中华女界联

合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捐

助的。

1922 年 2 月 10 日，这所“确是

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开

学了，一群留着短发的女学员走进

教室，她们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

边通过劳动来贴补学习费用。《巾

帼的黎明》不仅描述了这些心怀理

想、追求真理的革命女性来到上海

的前因，也展示了她们在平民女校

里是怎么学习、生活、工作的过程，

还讲到了她们的家庭、恋爱、婚姻

方面的坎坷人生，同时还引申出很

多曾与她们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

的生平事迹。

这所女校区别于其他女子学

校，真正首次做到了为平民女子办

校治学，关注女性群体的精神养

成。该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

和森担任，在教学方式上，完全采

用白话文教学，使用老师自编教

材，注重启发式学习。教员沈泽民

在《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中

说：“‘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

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

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

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

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

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

花。”

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小时

的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

会的党员轮流讲演。陈独秀、陈望

道、李达、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

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周昌寿等

一批名望颇高的国内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和我党早期领导人都曾在

女校任教。他们常从不同角度、不

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

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介

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极大

拓展了女性的眼界，提升了女性的

觉悟。

由于学校的教师大多承担了

繁重的党务工作，加上经费紧张，

1922年底，女校仅仅开办了 8个月

便宣布停办。在作者看来，虽然平

民女校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却

成为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推动着时

代的进步，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了

20世纪 20年代初一批妇女同胞敢

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独

立、自由和真理的精神，更反映了

我党对革命教育事业和妇女解放

运动的关怀与重视。学校里的很多

女生以后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锻

炼，她们中有的成为坚强的革命家

和社会活动家，有的成为著名的作

家和教育家。

抚今追昔，《巾帼的黎明》不失

为一部厚重的革命文化宣传读本，

为建党百年留下了独特的记录，读

之令人感动、启人深思、催人奋进，

激励我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女性。

《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末》

作者:杨绣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11月
ISBN: 9787208158436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是《中国当代教育家》丛

书之一，刘畅在书中以自述的方式

为我们呈现了她成长为新中国教

育家的故事。没有高谈阔论的道

理，只有真实动人的经历；没有长

篇累牍的理论，只有贴近生活的案

例；没有空洞生硬的说教，只有心

与心的共鸣。对于我这位从教育一

线成长起来的新校长而言，书中的

人、书中的事、书中的理，犹如人生

路上的明灯和校园工作中的宝典。

书中的每一个“小故事”看似拉家

常，实则浸透着人生的“大哲理”。

在娓娓道来的话语中，在一波三折

的情节里，我欣喜地采撷着教育长

河里的浪花，如获至宝。

为儿童打下正的根基

面对来自不同原生家庭的孩

子们，教师怎样在他们的心田里播

下道德的种子、知识的种子、习惯

的种子和幸福的种子？本书第一章

《父母铺就我的人生底色》给了我

们回答：“关于真善美的启蒙，错过

了幼年阶段，再弥补不知要多少功

夫。”

刘畅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

亲擅长书法。孩提时代，她的父亲

就鼓励家中的孩子学字一定要学

“柳体”，因为柳体字刚柔并济、筋

骨匀称，既有挺拔刚劲之势，又不

失丰腴温润之态，并引用柳公权

“心正则笔正”的话来谈“写字与做

人”的关系。这其中的道理与我们

学校所倡导的“蒙正”教育共生共

合。在北新，我们构建促进学生、教

师、家长三方成长的“蒙正课程”体

系。文雅学生“品正课程”着力五育

并举，以思政课程为基础、以国家

课程融合创新为突破，初步形成”

两线并行式”育人样态。儒雅教师

“身正课程”着力教师综合素质提

升，以教师发展学校为载体，探索

文化认同、体质健康、专业发展、多

元表达的发展模式。和雅家长“态

正课程”着力构建亲清家校关系，

以“心阅读”为基础、以“泛载课堂”

为阵地，初步形成“和雅家长必修

四课”。学校以正养正、以勤砺勤，

鼓励教师和家长率先“正”起来，才

能为儿童打下“正”的人生根基，铺

垫“正”的人生底色。

让教师在阅读中享受幸福

“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

爱读书的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读

书。”钱理群教授这句话道出了校

园的文化内核。我跟随书中那些质

朴的文字一起经历了中关村一小

教师阅读和成长的时光。

最初的焦虑源于学校八成语

文教师没有读过《红楼梦》。在做过

一线调查后，刘畅发现“没有时间”

“压力过大”“没有良好的阅读环

境”“不知道读什么书好”等是影响

阅读的主要因素。这与我们学校情

况极为相似，我发现即便老师们有

阅读经历，内容也往往局限于实用

性教参和技能性文章。这样的“浅

阅读”让教师的视野狭隘、心灵干

涸，学校的书卷气日益稀薄。

短短几年内，刘畅在学校成立

读书社、定期开展读书沙龙、举办

读书专题研讨会……渐渐地，教师

们提出了“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

中工作”的理念，逐步感受到阅读

唤醒内心、阅读点亮生活的真谛。

其实，每个学校都有促进教师

阅读的方式。在北新，我们倡导“让

阅读随时随地发生”。学校除了图

书馆和班级的图书角以外，在每个

教师办公室的墙面，都有几排自主

安装的木条书栏，里面放置了各种

书籍包括生动有趣的儿童绘本。老

师们常常翻阅这些绘本，反复阅读

图文、深度思考图文背后的义理，

并融入自我的教学和生活中。孩子

们也因为这些有趣的绘本喜欢到

办公室来，有时翻来看看，有时“缠

着”老师讲讲里面的故事，还不时

发表感想，大胆交流。办公室再也

不是传说中的“批评室”，办公室已

然成为师生共同喜爱的文化栖息

地，和学校图书馆、班级图书角并

称为北新“三大精神家园”。每个假

期的教师阅读菜单、每周二教师例

会的前奏曲“故事换咖啡”，都成为

我校教师们特别喜欢的阅读活动。

为学校的未来而谋

有人说，校长应该是教学专

家，或是学校的领导者。刘畅则认

为，一个好校长更需要有谋划的能

力。教育是为未来发展奠基的事

业，教师是和明天对话的人，所以

校长应该在做今日事的同时，还要

思考明天的事，瞄准未来社会发展

的方向，明确未来社会发展的需

求，才能为学校发展确定正确的方

向。所以，刘畅能在“非典”中抓住

机遇，引领学校走上了信息化建设

的道路；在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

上，大胆创办寄宿制分校；在朋友

的交流中敏锐地抓住教育契机，开

设一小国际部。这一桩桩、一件件

在当初看起来既无任何经验又费

时耗资的“大事儿”，将学校一次又

一次地推上了更高的发展平台，实

现了学校自主发展、不断创新和追

求卓越的品牌提升之路。

实小北新作为一所新建学校，

目前面临三大挑战：如何处理好传

承百年文化与面向未来创新的关

系？如何推动保障学校建设的制度

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如

何处理好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和我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之间

的矛盾？书中给出了理论的支撑和

实操的经验，让我不再诚惶诚恐，

让我在两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之

间寻找到了教育的共性；让我有了

一次与教育家进行思想交流、情感

沟通和心灵对话的机会，给了我做

校长的勇气与信心。

感谢《教人幸福地生活》，感谢

刘畅校长，感谢书中那些真人真

事。尽管我知道，现实不尽相同、经

验不可复制，但是一本好的教育书

籍可以让我在教育家的引领下，与

时俱进地研究教育规律，丰富教育

实践，提升教育艺术。并在此过程

中，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趋

势，捕捉新机遇，采取新措施，建立

新机制，成就我们更智慧的教育人

生，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记得小时候，我读到《一千零一夜》，多

么想拥有那可以实现愿望的“阿拉丁神

灯”。时至今日，我越来越相信：书籍，就是

那个可以点亮心灯的“神”；阅读，就是那双

可以擦亮神灯的“手”。

如何让学生爱上阅读、感受文字、沉浸

书香，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难题。需从学生

认知发展规律和真实生活经历出发，让阅

读难度循序渐进，让阅读活动丰富多彩，让

阅读形式喜闻乐见。追求数量、只抓考试、

没有空暇，是当下阅读的最大挑战。英国

著名科幻小说家、童书作家尼尔·盖曼认

为：“未来取决于图书馆、阅读和白日梦。”

诚哉斯言，学校最好的模样应当是图书馆，

教育最好的境界就是让学生自主阅读，而

成长最好的状态是可以做做白日梦。如何

将三者很好地融通起来，唤醒学生的阅读

兴趣，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理解与想象？

可以使用多样态沉浸式阅读，让学生走进

语言文字里的世界，从而点燃阅读的“心

灯”。

读书可以和生活联系。我与学生一起

读《所罗门王的指环》，被奥地利作家劳伦

兹科学研究的严谨和执著感动，为其生动

的细节与幽默的语言折服。于是，我们走

进校园丛林，走进乡村田野，走进自然天

地，感受鸟语虫鸣、兽奔鱼游的生机与韵

律。当再回过头来阅读书籍时，我们渐渐

读懂了“在研究高等动物的行为时，常常会

发生一些趣事，不过逗笑的主角常常不是

动物，而是观察者自己”。我们也才懂得

了如何去阅读动物和理解本书，我们才明

白了这“指环”的真正要义。

读书可以与电影联系。如何让学生喜

欢《红星照耀中国》？让小说与电影牵手，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课堂上与学生一

起看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在视觉与听觉

的直观冲击后，我与学生一起走进原著，在

阅读中洞穿历史的迷雾、穿越战争的硝烟，

感受书中人物的音容笑貌与酸甜苦辣。相

对于文学而言，电影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主

题聚焦，让人物鲜活，让情感饱满，可以极

大地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相对于电影而

言，文学则更凝练，也更深入和细腻，可以

靠文字和想象直击内心，还可以让人涵泳，

启人想象，令人回味。

读书可以与话剧结合，推荐林语堂的

《苏东坡传》。我与学生相约寒假一起观看

话剧《苏东坡》，话剧不仅生动地还原了苏

轼人生的重要节点，还穿插着主人公故乡

的方言俚语，饶有趣味且平易近人，彰显出

苏东坡一生的跌宕起伏和巴蜀地区的人情

风味，特别是话剧的舞台艺术、现场气氛、

戏剧处理、人物塑造等，都给同学们留下了

深深的印象。课上，我将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与话剧《苏东坡》进行比较，深得学生喜

爱。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

世界。”读书是阅人，读书也是阅己。例如

齐邦媛的《巨流河》，当其他同学大呼“不好

看”的时候，在分享中，学生李香霖联系刚

刚看过的电影《无问西东》，将沈光耀和张

大飞两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通过相同的交集

——“飞虎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学们

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感动着。她运用了比

较和归纳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用了“讲

故事”的形式，让读书更有意思，让观影更

有意义。同学们点评：这样的创意阅读真

有趣，不仅读懂了两位主人公，还读懂了那

个特殊的时代。后来，李香霖同学的《关于

〈无问西东〉和〈巨流河〉》在报刊上发表了，

大家阅读的劲头更足了。

美国教育家吉姆·特利里斯指出：“如

果你能引导学生迷上读书，那么你所影响

的不仅是自己学生的未来，而且直接影响

着整个下一代学生的未来。”我不由想到了

梭罗的诗：“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能

发芽/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让我相信/

你有一颗种子/我等待奇迹。”阅读，就是这

颗“种子”；而教师，应该成为读书的“种

子”。

我坚信，一个热爱读书的教师才能真

正点亮学生阅读的心灯。书籍，是春季里

的桃李芳菲，也是人生旅途中的悦目画

卷。“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金。”在这人间四月天，与学生一道读书，让

阅读为孩子点亮一盏温暖的心灯，成为其

一生坚持的生活方式。

【
读
书
】 让阅读

点亮心灯
■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刘勇峥嵘岁月稠 巾帼绽芳华

■ 钟芳

《教人幸福地生活》

作者:刘畅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
ISBN: 9787040252217

幸福源于心的力量
■ 成都市实验小学北新校区 任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