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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屏

静安区委书记安路生等领导来市西视察工作
教师 周晔

2015 年 12 月 3 日，新静安（原静安原闸北“撤
二合一”）区委书记安路生在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负
责人的陪同下到我校进行视察。
校长董君武、党委书记方秀红、副校长林勤、副
校长（市西初中校长）范颖等陪同区领导首先视察了
我校的能源专用教室、数学实验室、自动控制实验室、
生物技术专用室、化工技术专用室、机器人、静模、
头脑奥林匹克活动赛场等专用教室。董君武校长就创
新实验室课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目前我校已经在建
成 15 个创新实验室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将实验室建
设成为真实的实践环境，开发了基于实验室的校本实
践课程，设计学生系列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结合研究性学习，在创新实验室开展创新实
践，逐渐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运用创新实验室的教
与学方式，全面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素养的提

升。
随后，董君武校长实地介绍了思维广场教学方
式。学校以“思维广场”教学为突破口，在基础型学
科中进行了教学改革的实验——通过时空的变化催
化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在 视 察 地 下 场 馆 时， 董 君 武 校 长 简 要 介 绍 了
“2015 年静安区未来工程师大赛”的现场准备工作。
今年的比赛学生不但可以观看到惊险刺激的无人机
操控比赛和遥控赛车表演，还可以观赏到科技高手们
的各类仿真机器人比拼。本次大赛还引入了两项历史
悠久的国际工程实践活动：“未来城市”和“F1 在
学校”，为高中生创新人格的培养提供了更广阔的平
台。
安书记表示教育工作是重要的民生领域，市西是
静安教育的品牌，今后将做进一步的了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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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观点】

家

长

会

《第一教育》记者：吴华
【小编的话】
2015 年 11 月 19 日晚上，市西中学举行了高一年级家长会。校长董君武做了题为《你理解
学习吗——基于脑科学的学习策略》的报告。“第一教育”小编全程记录这次家长会，这也是
我们“家长会”栏目首次开进家长会现场。
董君武校长最近几年特别关注学习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进展，他以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依
据，与家长分享了一些学习策略。
以下为董君武在市西中学高一学生家长会上的报告的节选。

市西中学每一届学生有两次家长会我一定会参
加，一次是新生报到，还有一次是高二升高三的家长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方面表现为优势智能，
也会有一个或几个会表现为劣势智能。

会。今天这一场，是我自己另外申请来讲的。因为最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近一两年时间，我对“学习”这个命题思考比较多，

我想先谈一下“扬长”与“补短”的问题。中国

看的书也不少。
今年暑假，有一个“美国荣誉校长中国行”活动，

传统教育中更多关注“补短”。
当然，从高考的角度来看，某门课程分数偏低，

也就是美国最顶尖的校长团队在我们市西中学举行

上升空间更大，可能花在这门课上的时间更有价值。

了一天的高峰论坛。在美国嘉宾的报告中，非常核心

在高考复习的特定时间段，我不否定这样的选择。

的一个内容也是脑科学与学习科学。这正是我最近两

但从人的未来发展来看，大家不难发现，那些在某

年来不断思考的命题。

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往往是在自己优势智能领域

我想和我们高一年级的家长们分享一下我这两年
左右的学习体会、学习感受。
今天，我与大家讨论的话题，每个话题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是脑科学和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第二
部分是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教育和学习的启示。

１，人的智能与思维发展
在座的各位家长肯定有些人对教育也有研究，也
了解多元智能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霍华
德·加德纳认为，每个人都有八个方面的智能：语言
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
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

得到发展。所以，我们在高中阶段如何引导学生发
现自己的优势智能所在，把这个优势智能转化为自
己的兴趣爱好，这样未来取得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为社会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今年高一的学生来说，高考是语数外，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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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生政史地 6 门中选 3 门，而且每门学科差异最多
只有 30 分。对于市西中学的学生来说，上下只是正

同样的，学生也有各自喜欢的学习方式，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来学习，学习效率通常会更高。

负 3 分的差异。因此，在学好语数外基础上，其他

学习风格理论告诉我们，根据人类的感知途径，

学科的选择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优势、自己的兴趣、

学习分为视觉学习、听觉学习、触觉学习等不同的风

自己的发展方向。

格。

另外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思维发展的问题。大家
知道，学习能力非常重要地是表现为思维能力。
脑科学研究表明，思维是有层次的，有相对高阶
思维和低阶思维。比如，相对记忆、理解这些思维能
力来说，分析、综合、评价这些思维的能力要求就更
高一些。
脑科学还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人在从较低层次的
思维向更高的思维层次突破时，会先有一个思维水平
下降的过程然后再上升，就像跳起来之前先要下蹲一
样。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思维层次中，会经历一个锯
齿形的逐步提高的过程。
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通常会努力让学生的思维

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优势感知途径，所以我们会
看到，有些人过目不忘，有些人对听到过的内容特别
敏感，还有比较少的人一定要动手，通过表演、舞蹈
等方式才能把知识内化。
从中国的传统教育来说，触觉优势的学生基本不
太可能考进理想的中学，因为这些孩子一定要动起来
才能学会。大家可以想象，在中国，如果一个孩子上
课时要跑来跑去一定会被老师批评。
视觉类型又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图形视觉学习，
也就是对图形、表格、图示等元素更敏感；另一类叫
文字视觉学习，就是对文字理解能力更强。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学生要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不断去领
会和发现自己的优势学习途径。

水平达到最高阶，用成绩来描述，就是希望我们每个

如果是视觉学习类型的，要多看；如果是听觉学

学生在学习每个知识点时，第一次就要达到 100% 的

习类型的，就要边学边听；如果是触觉学习类型，可

掌握。

以通过记笔记、做实验等方式辅助学习。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有些学生在第一次学习就
能百分之百掌握，这当然是很好的。但对大部分人来
说，也许第一次学习达到 85% 就可以保证他后续能
够进一步提升了，那就不一定要强求达到 95%。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优势学习类型，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的学习方式来强化对知识的感知。

３，生命节律与优势学习时间

比如，高一学的内容到高三复习时，肯定有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和地

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当时掌握到 85% 的孩子可能遗

球公转自转有关，与地球、月球相对位置有关。一天

忘到了 80%，当时掌握了 95% 的孩子可能遗忘到了

当中，日出、日落会影响一个人的学习情绪；一个月

83%，两者都可以向更高的思维层次突破。

当中，月圆、月缺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情感。

但为了掌握到 85%，高一时可能只需要训练 5 道

在不同的情绪情感之下，学习的状态都会有差异。

题目，而为了掌握到 95%，高一时可能需要训练 20

这个话题中，我想和大家讨论三个方面。

道题目。这样看来，从思维发展的脑科学规律来看，

第一，在人的成长历程中，存在着学习不同知识

就有一个如何实现更有价值的学习的问题。

２，学习风格与学习方式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喜好的学习方式。比如，有
人看书一定要坐在干净、整洁的写字台前，有些人喜
欢倚在沙发上看书，也有些人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和能力的“机会窗口”，或者叫“学习关键期”。
实验表明，如果在学习“机会窗口”打开之前去
学这些知识和能力，一方面要付出更多努力，另一方
面当时学了以后也容易遗忘，也就是说，超前学习是
意义不大的。
所以我对“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说法是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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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学习“机会窗口”错过了再学习，
那就很难再达到人潜质中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了。
举个例子，比如我的普通话很差，就是因为错过
了学习语言的机会窗口。在高三毕业之前，我没有接
触过普通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才开始学普通
话，所以我的普通话非常“洋泾浜”。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要理性看待超前学习。比如，我们高
一学了有关的知识点之后，是否就可以做高三的综
合题？我个人认为偶尔有一、二题让学生体验一下，
未尝不可，但大量这样的练习价值不高。
我们知道从 16 岁到 18 岁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
发展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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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脑科学研究还证明，人类在睡眠时会对自
己清醒状态下获得的知识进行无意识地筛选、整理、
信息建构。睡眠不足会严重影响知识与能力的内化和
掌握。通俗地说：睡眠不足会造成学习不好。因此，
保证充足睡眠时间是提高学习效果的重要基础。

４，知识的分类基础上的思考
知识有不同维度的分类方式，其中一种维度的分
类，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也叫明述知识，就是可以用语言传递的
知识。
隐性知识也叫默会知识，就是很难用语言传递的
知识。通常默会知识更多地和能力、素养相关，而且
先于明述知识而存在。

即使不接受高中教育，认知和思维能力在这段时

明述知识可以通过讲解、阅读、交流等传统的课

间也会得到发展，更何况我们高中三年是在有目的、

堂学习和自学而获得。那么，默会知识是如何传递

有计划的培养学生，教育学生，他的思维发展、能力

的？

提高应该比不受教育发展得更快、更好。
那么，面对同样一道题目，高三学生的理解肯定
高于高一时候。这道题目在高一讲，可能老师需要讲

作为一种知识，它一定有传递的途径。这些知识
又和能力与素养相关，所以作为学校教育要非常重视
默会知识的传递。

20 分钟 50% 的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如果放到高三去

我觉得，默会知识的传递至少有两大途径：一个

讲，可能老师只要 10 分钟就有 80% 的学生理解了。

是文化浸润，另一个是实践体验。所以，作为一所有

如果这一现象确实的话，那么肯定是高三讲这个

品质的学校，一定要非常重视学校文化的建设，一定

题目更有价值。

要重视实践体验项目的建构。

因为高中三年总时间不变，所以我们要把有限的

市西中学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工

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学习上去。所以，什么时间学

作。例如：在环境文化方面，我们学校处在上海中心

什么内容，什么内容达到什么样的学习要求和标准，

城区，在国际静安的背景下，有个比较优雅的校园环

是我们值得正确对待的，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

境。在人文积淀方面，我们学校高一新生收到通知时

率。

就要去寻访市西的校友，留在校友脑海中的故事也是

第二，一天 24 小时中不同时间段对不同内容的

最具活力的学校文化。

学习效率也不同，而且因人而异。有些作家喜欢早

市西中学对社会实践也一贯非常重视，从上个世

上起来写作，有些作家夜深人静才开始写作。同样，

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推出了见习居委主任、扫

不同学生学习不同知识也有不同的优势学习时间。有

大街、南京考察等一系列社会实践项目。最近几年，

些人中午做数学题很顺畅，有些人要晚上七八点解题

我们又开发了很多新的实践项目。

思路最清楚。

比如每年暑假，我们会动员高一学生走出上海一

这告诉我们什么？

个星期，独立开展研究学习，其中有几天是分组独立

我们要善于感受自己什么样的学科在什么时间解

行动。

题思路更清晰，学习效率更高，要有意识的发现自己
的优势学习时间。

分组独立行动前，所有安排我们都会进行论证、
指导，但在活动期间，我们完全听学生组长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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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说往东就往东，说往西就往西，学生组长说乘地

的过程，这样的获取也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铁就乘地铁，学生组长说步行就步行。我们带队老师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非正式学习。

就跟着。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非正式学习也构成了一个学

我个人认为，学生在这几天中所做的研究性项目

校、单位的文化生态。比如说，市西中学的学生聚在

哪怕失败了，这个过程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一起讨论的话题可能和其他中学的学生讨论的话题

的生活体验，对他的未来发展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一

不同。

种默会知识的传递。
再比如说我们的创新实验室。为什么我们学校建

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我们不能仅仅关
注正式学习，还要关注非正式学习，关注学生和家长、

了十几个创新实验室？因为学生自己动手，面对真实

老师、同学、社会上的人有意无意、有目的无目的的

问题时的思考，和做几个课本上的习题完全是两回

讨论、交流、沟通。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形态。

事。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学校在图书馆建设、创新

我们今年还引进了“F1 进学校”课程，让学生

实验室建设之外，还改造了教学楼每个层面的大厅，

从设计赛车开始，先在电脑上模拟，然后用数控机床

放了桌椅，放了沙发，放了电脑，让学生可以喝杯咖

做出来，轮胎用 3D 打印做出来，然后组装成整车，

啡、聊聊天，为学生的非正式学习提供可能。

喷漆上色，然后比赛车速度，还要做营销方案拉赞助，
设计广告，展示方案，要布展台，推销自己的车队等
等。
这种体验对学生既是一个创意的培育，也是真实
的实践体验。
参加 F1 赛车、机器人、OM 等项目的学生都非
常投入，甚至晚上会睡在实验室里。每年都有家长帮
他们送被子来。我相信对科学技术达到痴迷程度的学
生，面对高考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痴迷。
当学生想学的时候，一定能够学好。当学生把学
习作为自己的内在需要时，一定会有动力把它学好。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根本不担心他高考会考不好。

５，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
什么是学习？从学习科学角度来说有很多不同的

６，体育和艺术对学习的影响
我们大家理解的学习更多是学科的学习，其实体
育与人的素养直接相关。体育和学习有什么关系？体
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有一种自觉锻炼
的意识和能力。
事实上，我认为，现代人所需要的文明素养，基
本上都可以在体育中寻找到锻培养的途径。
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拼搏的精神、挑战极
限和面对失败的勇气，竞争意识、团队合作、规则意
识等等，所有这些，在体育中都能得到非常好的呈现。
艺术也一样。感受美、欣赏美、鉴赏美，甚至创
造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一个人拥有幸福人
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习的角度来看艺术，可以用
两句话来概括：

界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是，学习在一定程度

艺术有利于全脑开发。

上来说是一种信息的自我建构过程，或者说知识的自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容易激发创新的意识和创

我建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知识在大脑中经过神经元
建立固定的联络，成为我们大脑的构成部分。
要进行信息的自我建构，首先就要获取信息。从
获取信息的途径看，我们的课堂学习、自己看书、听
报告、参加课堂讨论等都是非常正式的学习。
但在人的成长中，还会有很多无主题的、无目的
的、漫不经心的聊天、交流，这个过程也是信息获取

造的灵感。
我觉得从人的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来说，不仅
仅是要掌握学科知识，还要非常重视体育和艺术课程
在人的发展，在学习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这些是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也努力传递给家长和
学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学校和家长一起用正
确的理念开展对孩子的培育，让我们的学生高中三年
学得更好，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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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中学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召开
友郭绍蕾两位理事；通报了副秘书长
调整，学校人力资源处副主任陈婧怡
老师接替即将退休的刘维祺老师担任
校友会副秘书长。
党委书记方秀红向理事会通报了
市西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情况。
在郑天慧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于
今年 7 月成立了上海市普教系统内首
家教育基金会，到会的理事向郑天慧
理事鼓掌表达了敬意与感谢。
会议重点讨论了市西中学将于明
年举行的命名 70 周年筹备方案。经讨
2015 年 10 月 3 日，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日。上

论，明年的 10 月 6 日将作为校庆庆典时间。校友会

午十点，正当市西校友陆续回到母校的时候，力行楼

俞立中会长建议开设专门渠道，供广大校友为校庆

210 教室内，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召

活动出谋划策；老校长杨安澜先生希望在校庆的过

开，共有 37 位校友会理事参加了会议。

程中总结梳理市西“好学力行”的文化传统及内涵

常务副会长王荣奎先生主持了会议。校友会秘书
长董君武校长向理事会通报了校友会一年工作情况、

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校友会名誉会长陈德

财务情况及新一年工作计划。一年来，市西校友会在

铭先生在最后的发言中，对学校的近年发展表示肯

联系校友、凝聚校友、宣传校友风采等方面做了很多

定，同时也对学校在青少年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智

具体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还将进一步加强校友

能化方面的人才培养寄予厚望，希望市西中学能在

联络工作。

这方面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领先学校。

会议增补了市西中学副校长范颖与市西 84 届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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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西 校 友 日

——作者：高一 2 班 程圆，高二 1 班 朱婕
2015 年 10 月 3 日，和煦的阳光照耀在市西这片
育人无数的土地上。管弦乐队的同学和指挥老师早已
在校门口作好准备，用欢庆的迎宾曲迎接每一位校友
回家。
随着校友陆陆续续地踏进母校，董君武校长、方
秀红书记和林勤副校长站在校门口迎接老校友的到
来。随后在力行楼七楼大会议室和力行楼 210 的教室
分别举行了 68 届高中 4 班聚会与市西校友会第一届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这一天，市西的志愿者们也早早在各岗位准备就
绪：电梯口，大堂，体育馆，创新实验室，思维广场……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认真的
态度和饱满的热情迎接见证了市西成长与发展的各
届校友们。细看每个教室，洁净整齐，黑板上还写着
“欢迎校友回家”，市西学子满怀热情欢迎学长重回
母校。
下午，学校的传家楼三楼的大礼堂里召开了 66
届校友毕业纪念大会。作为 1966 年的初中和高中毕
业生，他们还来不及拿到毕业证书就奔赴祖国各地
参加国家建设。为了弥补没有正式毕业的这份遗憾，

66 届校友在学校的帮助下组织了这次 66 届校友毕业
纪念大会。虽然当年他们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
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较好的知识基础并且完成了
高中学业，因此在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去参加的
几乎都被录取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也在各行各
业中成为了业界翘楚。知名媒体人曹景行先生便是
其中一位，对于今天的活动，曹先生感慨地说，这
是对大家共有的情结的回应。
下午漫步在教学楼的走廊，看见几个白发苍苍
的身影依然在教室中安坐。上去攀谈一番，老校友
告诉我们：市西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痕迹，他
们在市西建立了深情厚谊，回忆将彼此都缝进了对
方的生命里，也祝愿每一代市西人都能在这知识的
殿堂，自由的天地中留下一生美好的回忆。
近年来，市西中学不断把创新思维、个性化教
育被融入教育教学中，学生也因此在这片天地中茁
壮自由地生长。相信新一代的市西人一定能实现“从
优秀走向卓越”的美好愿景，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明
年市西中学命名 70 年的校庆。在此，我们由衷地期
待着更多市西人能相约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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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中国伙伴校长联谊会
中国校友会成立揭牌仪式在市西中学举行
（供稿 沈俭）

2015 年 10 月 13 日上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况，表达了对两个协会成立的重视，并聘请市西中学校

中国伙伴校长联谊会、中国校友会成立揭牌仪式在市西

长董君武为学校中国伙伴校长联谊会会长，聘请市西中

中学八楼会场举行。市教委副主任袁雯、市科委副主任

学党委书记方秀红为该校中国校友会秘书长。

马兴发和市侨办、静安区教育局、华东师范大学的相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校友代表、毕业于市西中

关领导、专家，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学的洪可清，中国伙伴校长联谊会会长董君武，校长代

University，简称 CSU）代表团以及来自全国的中学校

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戴立益分别做主题

长代表、市西中学部分学生和教师约 200 人出席本次会

发言。静安区教育局局长陈宇卿代表静安区对美国科罗

议。

拉多州立大学为支持静安教育国际化所做出的努力表示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于 1870 年建校，是美国著

感谢，他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静安教育国

名的公立大学之一，拥有先进的教学与研究设施以及雄

际化进程，实现互助共赢。市教委副主任袁雯在讲话中

厚的师资力量，其在传染病学、气象学、清洁能源技术

强调，教育国际化是上海教育发展的目标。在推进教育

和环境科学领域占全美领先地位。学校关于大气，航空

国际化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与国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

航天的研究让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大气科学专业排名全

更应看重国外学校对中国学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她

美第一。

祝愿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能在中国取得更好的发展，

会上，市教委副主任袁雯、市科委副主任马兴发以

能为中国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平台。

及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执行副校长 Rick Miranda、分

会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5 位校领导与市西

管外事副校长 James Cooney 分别为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

中学高三学生交流了有关美国教育 CSU 招生情况，对

学中国伙伴校长联谊会、中国校友会揭牌。美国科罗拉

高三学生的生涯发展带去了一定的指导和启迪。

多州立大学代表介绍了学校概况以及在中国发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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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静安区未来工程师大赛
在市西中学完美谢幕
教师 王纪华

由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主办、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

Schools”充分展现了静安区在创新实验领域的辐射作用。

心和市西中学共同承办的 2015 年静安区未来工程师大

“未来城市”创新实践活动，静安区有七所初中积极参

赛，于 12 月 4 日下午在市西中学地下篮球馆顺利举行。

赛。整个实践活动有专业团队引领，分模拟城市、项目

本届大赛上我区共有 25 所中小学约 200 多支参赛队同

管理、论文撰写、城市模型制作、论文答辩等多个阶段

场竞技，近 400 位参赛小选手让现场热闹非凡，俨然就

探究，在本次未来工程师大赛中展示的是静安参赛队的

是静安区青少年学生工程实践展示活动的嘉年华。

静态城市模型，这些精妙的模型均由废弃材料制作，诠

这次大赛设立了“桥梁结构秀”、“推车机器人”、

释了选手们对“城市固体垃圾处理”的方案。“F1 in

“横杆投弹机器人”、“步行爬阶梯机器人”、“爬电

Schools”是市西中学 2015 年新加坡国际赛中获得大奖

缆机器人”五项传统项目。与往届未来工程师大赛不同，

的项目。这两项跨学科、综合性、国际性的青少年科技

这次大赛增加了五个新的元素。新元素包括了“无人机

活动，充分培养了学生的 STEM 综合能力，让学生拥

绕障碍飞行竞技”、“极速世界遥控赛车赛道竞技”、

有更高的发展平台。

“未来城市”建筑模型现场展示、“F1 in Schools”大

有未来工程师之父美誉的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赛现场视频展示、“火柴人创意灯饰现场亲子赛”。这

特级教师葛智伟专程来赛场指导，他总结了本届大赛的

些新元素为大赛增添了活力。

三大亮点：亲子活动、体验互动和国际性青少年科技创

“火柴人创意灯饰现场亲子赛”上，多彩的魔幻结
构材料、LED、纸电路，现场设计制作创意节日灯饰，
家长和孩子玩的不亦乐乎；小创客们在“无人机绕障碍

意项目展示。大赛通过多层次、全方位推进素质教育及
交流 STEM 教育理念，是静安科技教育成果的完美体现。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参与本届大赛志愿者工作的市西

飞行竞技”中交流操控表演技术，赛场边观众大呼“感

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他们在赛前参与各岗位工作的布置，

觉像是的科幻大片一样啊！”

比赛时又在赛场认真维持秩序直到大赛全部结束，充分

由市西中学和上海市中小学创新实验孵化中心率先
引进的两项国际青少年科技项目：“未来城市”和“F1in

展示了市西中学学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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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室中的脉动

市西中学现有机器人、静态模型、头脑奥林匹克、
生物技术、化工技术、数学建模以及自动控制等十五
个创新实验室，配套开发了“实验室核心课程”。
2014 年 9 月，学校成立了“上海市中小学创新
实验孵化中心”，十二位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课程
开发团队，正在对创新实验课程进行新一轮的开发
研究和实践。孵化中心不断在区域范围内发挥作用，
与华东模范中学、上海戏剧学院附中学、同济大学
附属七一中学联合进行了《现代通讯实验室》、《舞
台声光电仿真模拟实验室》、《3D 实验室》的开发
设计等。
“创新实验孵化中心” 还将进一步扩大辐射范
围，探索中小学创新实验室的运行管理机制和师资培
训机制，举办全市或全国及世界级的科技活动。

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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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级高一学生举行“相约 ２０４５”
心愿封存活动
高一 1 班 张阅怡

九月的最后一天，2015 级高一新生开展了“相
约 2045，三十年心愿封存”活动，前些日子的心愿
撰写让我们思考未来的世界，有些迷茫，又充满希望，
三十年后的自己会变成怎样？我们带着猜测和憧憬
写下了这些给未来自己的话。
封存仪式当天，几位同学上台为大家作了暑期
“寻访校友”的报告，校友的风采和对我们的殷切期
望让我们志气满满，他们的宝贵经验也令我们每个人
受益匪浅。
现正在交大计算机系就读的翁祈桢校友特地返
回母校，给我们作了一场生动的演讲。他性格阳光，
为人十分谦虚诚恳。一上台，就同我们细数他高中
时代的无数出丑的经历，一下子就拉近了与我们的距
离。正当我们都哈哈大笑时，他又切时地返回主题：
切勿被“天赋论”所束缚，年轻，就要去发现未知的
自己，因为你的“潜能”，本来就无人知晓。面对着
这位可敬可爱的学长，大家都倍受鼓舞。
随后便是心愿封存环节，各班班长依次将心愿卡
片和集体照投入心愿筒中，由董校长和方书记将其密
封。2045 年，我们将重返校园，打开这寄存了三十
年的心愿！
董君武校长在仪式上为我们作了振奋人心的讲
话。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娓娓道来，让我们
感受到了一个人上进、敬业、执著追求理想的精神，
在人生路上是多么重要的动力。
心愿封存，封存的是我们的美好愿景、理想和志
向；仪式活动，给了我们一个真正沉下心来思考未来
的机会。千万条道路，究竟奔向何方？今天，我们要
做自己未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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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志愿精神 展现市西风采
——高二年级暑期志愿服务小结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
高二 3 班 李言嘉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高二年级同学在八楼礼
堂隆重召开了市西中学高二年级暑期志愿服务小结

宗旨有了新的思考。
本学期，团学成员自行创建了“市西志愿联盟”，

暨优秀志愿者表彰会。静安寺街道办事处学生社会实

联盟负责人杨亦敏同学为大家进行了宣讲，“志愿

践活动基地负责人惠老师、校党委书记方秀红、学生

联盟”旨在为同学参加志愿服务提供更方便的渠道，

发展处主任吴蔼忠等领导共同参与了这次表彰会。

它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此外，静安寺街道办事处负

高二 ６ 班的周紫凌同学作为受到三次市级表彰

责人惠老师和校学生发展处康老师分别从社区和学

的优秀志愿者，上台为同学们做了志愿服务的分享，

校的角度对暑期的志愿活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

她谈及了自己关于志愿者活动中的经历以及自己对

期望，鼓励同学多多参与志愿活动，真正拥有志愿

待志愿服务的态度等，使同学们明白了作为一个志愿

精神。最后方书记提出四点要求，让高二学生时刻

者的义务和责任。毛泽东故居的几位讲解员用现场讲

牢记作为市西人应该做的事，在场的同学深受鼓舞。

解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了他们作为一名讲解员的风

表彰会的召开既是对暑期实践工作的总结和反

采，让在场的同学走近伟人的生平，感受伟人的魅力。

馈，也促进高二年级的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实践、

蒋沈煜、孙兆予等同学为大家介绍了她们在静安寺

生涯规划上有更清晰的目标和更明确的方向，从而

街道开展的“文化弄堂”的课题研究，他们的汇报，

去履行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使同学们对“志愿者是为了深入社会、回馈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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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中学国际班——国外游学
【前言】
市西中学 Ｉｂ 国际课程班与美国纯 Ｉｂ 精英寄宿制学校佛得谷中学（ｖｅｒｄ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ｃｈｏｏｌ，简称 ｖｖｓ）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建立市西中学“２．５＋０．５”的国
际课程班模式：高中三年中，五个学期学生在市西中学就读，高二一个学期在
美国 ｖｖｓ 就读。
这一中西合璧的教学模式，能让学生更好地适应国外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未来发展。学生在美国的课程选择、高校访学等经历让他
们在升学选择中将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这一模式能更好地促进中美两校对
Ｉｂ 国际课程设置与教学的交流探讨，为打造市西优质国际课程项目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国际课程实验班第三批学生和教师开始了他们在佛得谷中
学的学习生活。在徐梦婷、刘岚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向学校发回一篇篇学习情
况汇报。

异国他乡的中秋
在 ＶＶＳ 过中秋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ＶＶＳ
美国当地时间 ９ 月 ２６ 日，中国时间 ９ 月 ２７ 日，农
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这是我们这
批市西小分队在 ＶＶＳ 过的第一个中国传统节日。
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ｔｈ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ｉｍ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ｍｅ， ｌｕｎａ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ｔｈ， ｗｅ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ｗｅ ｈａｄ ｉｎ ＶＶＳ．
在这个属于团圆的日子里，我们身处异国他乡，没
有了父母的陪伴，多少感觉有点失落。但是，所幸我们
还有高二（９）班这个集体，这个融洽的大家庭。在徐
老师与刘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同学都在徐老师和刘老师
家齐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ｂ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ｂｕｔ ｗｅ ａｒｅ 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ｗｅ ｆｅｌ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ｉｔ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Ｌｕｃｋｉｌｙ， 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ｉｓ ｌｉｋｅ
ａ ｂｉ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Ｍａｎ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ｉａ，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ｕｓｅ ｔｏ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不仅如此，两位老师和几位同学给了大家一个大大
的惊喜——就是中秋时节必备的月饼。在此特别感谢老
师与同学的无私分享。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ｂｏ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ａｖｅ ｕｓ ａ
ｂｉｇ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ｍｏｏｎ ｃａｋｅｓ． Ｗｅ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ｇｌａｄ
ａｎ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ａｔ．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月饼并不能白吃。每
个人都需要唱关于月亮的歌曲，可以组队也可以单枪匹
马地上，包括一起来感受中国文化的三位外国妹子。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ｎ ｏｌｄ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ｆｒｅｅ ｌｕｎｃｈ”，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ｃａｋ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ｉｎｇ ａ ｓｏ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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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ｏｌｅ ｏｒ 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ｅｖ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ｊｏｉｎｅｄ ｕｓ．
起先唱了最经典的“但愿人长久”。后来在男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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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ｉｃｅ！＂
在远离家乡的美国，我们一起过了一个从未过过的
中秋，这个中秋过得难忘又富有意义。

活跃与调动气氛后，于是几轮歌曲过后，气氛一下子就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嗨了起来，同学们也不再那么怯场，纷纷踊跃地唱歌。

ｗｅ ｈａｄ ａ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ｗｅ ｈａｄ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ｏｎｇｓ， “Ｄａｎ Ｙｕａｎ Ｒ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Ａｕｔｕｍｎ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ｓ ａ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 Ｊｉｕ”，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ｏｙ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 ｕ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ｉｎｇ．
其中，还有当地学生 Ｋｅｖｉｎ 前来串门，在热情的掌
声中，他为我们表演了 ＲＡＰ。不得不说，ＲＡＰ 真的是
黑人的天赋技能。这段表演可以说是将气氛推送至另一
个高潮。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欢笑声此
起彼伏。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Ｋｅｖｉｎ， ａ ｂｌａｃｋ ｂｕｄｄｙ， ａｌｓｏ ｃａｍｅ
ａｎｄ ｈａｄ ｆｕ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ＲＡＰ
ｗｉｔｈ ｂｉｇ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ａｙ， ＲＡＰ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ｌｉｍａｘ．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ｆａｃｅ ｗａ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ｈａｐｐｙ ｓｍｉｌｅ，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ｓｏｕ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令人雀跃的派对还是
要落下帷幕。一首《朋友》作为结束曲，其中“朋友一
生一起走”是令人最记忆深刻的歌词，大家齐唱，有种
热泪盈眶的感动弥漫在空气中，幸好，在这异国他乡，
我们还有同学朋友老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ｓ ｎｏ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ｆｅａｓｔ，ｃｈｅｅ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ｔｏ ｄｒｏｐ ｔｈｅ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Ａ
ｓｏｎｇ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ｍｅｍｏｒａｂｌｅ ｌｙｒｉｃ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ｗａｌ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ｓａ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ｏｔｉｃ， ｗｅ ｈａｖ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最后，我们一起到老师家的后花园里赏月吟诗。赏
月时，同学向外国同学介绍这个节日的习俗由来，他们
说：“这个节日真好啊！”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ｈｏｍｅ， ｅｌｉｃ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ａｉ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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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看大峡谷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市西人在 ＶＶＳ

醉其中，这时 Ｐｅｔｅ 让我们拿出自己的外套套在头上并
蒙住眼睛，站成两列。我们虽然很茫然，但还是照做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七，原本

手都紧紧的拉住前面同学的书包或衣服。在蒙住眼睛后，

应该是工作日的一天因为家长周而放假，于是 Ｐｅｔｅ 和

大家都因为看不见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路上都有人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分别开了两辆面包车把我们带去了著名的美国

发出惨叫。周围路过的人都不明所以然地看着我们，好

大峡谷观光游览。

心地给我们让路，甚至还有小孩说我们好有创意。在大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ｔｈ， ２０１５， Ｍｏｎｄａｙ，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ｌｕｎａｒ ｍｏｎｔｈ．

约摸索前行了 ３ 分钟后，大部队停了下来。Ｐｅｔｅ 很兴

Ｉｔ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ａ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奋地告诉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了，大家都很期待地照做了，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ｄｕｅ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ｅｅｋｅ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果然是个惊喜！眼前就是雄伟壮观的悬崖，向下看有种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ｄｒｏｖｅ 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眩晕的感觉，虽然有同学恐高，但还是忍不住地想要往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下看。

大家一早都很兴奋，７ 点不到就起床洗漱，８ 点钟

Ｗｅ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 ｎｅｘｔ ｔｏ

准时在 ｄｉｎｉｎｇ ｈａｌｌ 集合好。虽然天气很比较寒冷，但大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ｏｘ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ｔ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ｔｅ ａｓｋｅｄ ｕｓ ｔｏ

家对于去山谷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一路上都非常兴奋。

ｂｌｉｎｄｆｏｌｄｅｄ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ｓｈｉｒｔ ａｎｄ ｇｏｔ ｕｓ

在经过了约 ２ 小时的车程后，我们终于到了大峡谷。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ｗｏ ｌｉｎ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ｅ

Ｗｅ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ｇｏｔ ｕｐ ａｔ ７：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ｄｉｄ ｗｈａｔ ｈｅ ｓａｉ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ｕｓ ｈｅｌｄ ｈａｎｄｓ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ｓｈ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ｎｉｎｇ ｈａｌｌ ａｔ ８

Ｓｏｍｅ ｄｒａｇ ｂａｇｓ ｏｒ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ｅｖｅｒ

ｏ＇ｃｌｏｃｋ ｔｉｍｅ 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ｗａｓ

ｓｔｏｏｄ ｆｒｏ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ｂｌｉｎｄｆｏｌｄｅｄ， ｗｅ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ｄａｍｐ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ｏｕｒ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ｗａｓ ｕｎ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Ｗ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ｒｏａｄ． Ｓｏｍｅ ｏｆ ｕｓ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ｙ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ａ ２ ｈｏｕｒｓ’ ｄｒｉｖｅ，

ｅｖｅｎ ｓｃｒｅａｍ ａｌ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ｅｒｓｂｙ ｈａｄ

ｗ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ｎｏ ｉｄｅａ ｗｈａｔ ｗｅ ｗｅ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ｓｔｉｌｌ ｇｏｔ ｏｕｔ ｏｆ

我们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欣赏起了旁边的美景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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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ａｙ ｋｉｎｄｌｙ． Ｓｏｍ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ａ ｏｆ

的天然遗产之一。共 ４４６ 公里，最深处大约 １．６ 公里，

ｂｌｉｎｄｆ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ｌａｔｅｒ， ｗ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ａｎｄ

大约有 ５００ 层楼那么高，最宽处 １３ 公里，在它的峡壁

Ｐｅｔｅ ｔｏｌｄ ｕｓ ｔｏ ｐｕｌｌ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ｇｏｇｇｌｅｓ． Ｗｅ ｄｉｄ ｉｔ ｗｉｔｈ

上刻着地球发展之历史——大约有三分之一地壳变动的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历史被深深地纪录在石壁上，谷底的岩石大约经历了

Ｔｈｅ ｍａｊｅｓｔｉｃ ｃｌｉｆｆｓ ｗｅｒｅ ｊｕｓｔ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ｕｓ！ Ｗｅ ｋｉｎｄ

二十亿年的岁月变迁，是地球年龄的一半。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ｖｅｒｔｉｇｏ ｗｈｅｎ ｗｅ 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ｌｏ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ａ ｆｅａｒ ｏｆ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

ｈｅｌｐ ｂｕ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ｔ ｉｓ ａ ｗｏｒｌｄ－ｆａｍｏ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ｎｄｅｒ，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ＥＳＣＯ

后来，我们又沿途看了不少大峡谷的美妙风景，并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Ｎｅａｒｌｙ ｔｗｏ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ｅａｒｓ

在风光非常美的一个景点野餐，填饱肚子。不仅只有我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们这一伙人在那里野餐，有几个德国人甚至在那里喝起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ｃｕｔ ｔｈｅｉｒ

了红酒，并且十分友好地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野餐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ｙ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ｒｏｃｋ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忘环保，吃完简单的午餐后，我们都把垃圾装进了提前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ｗａｓ ｕｐｌｉｆ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ｒｏｃｋｓ

准备好的塑料袋中。临走前，我们还参观了大峡谷的博

ａ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２－ｂｉｌｌｉｏｎ－ｙｅａｒ－ｏｌ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物馆，而且被 Ｐｅｔｅ 告知要至少记住一个关于大峡谷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知识，不然就把我们“丢”在这里，我们急忙跑进去参
观了起来。
Ｗ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这趟行程虽然疲惫，但非常愉快。大家都享受于其
中，有机会我们还想再出来看看美国的山水风光，领略
美景。

Ｃａｎｙｏｎ＇ｓ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ａｎｄ ｈａｄ ａ ｐｉｃｎ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ｂａｃｋ， ａｌｍｏｓ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ｌｆ ｗａｙ． Ｂｕｔ ｗ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ｓ ｗｈｏ

ｔｉｒ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ａ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ｔｒｉｐ ａｎｄ ｗｅ

ｈａｄ ｐｉｃｎｉｃ ｔｈｅ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ｒｅｄ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ｅｖｅｒｙ ｍｉｎｕｔｅ ｏｆ ｉｔ． Ｈｏｗ ｗｅ ｗｉｓｈｅｄ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ｗ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ｇｒｅｅｔｅｄ 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ｌｅｆｔ， ｗｅ ｗｅｒｅ ｔｏｌｄ ｔｏ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ｆａｃ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ｏｒ ｅｌｓｅ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 ｈｕｒｒｉｅｄ
ｏｆｆ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ｉｔ．
美国大峡谷位于美国
亚利桑那州境内的科罗拉
多高原上，科罗拉多河从
中流过，是一个举世闻名
的自然奇观，由于科罗拉
多河穿流其中，故又名科
罗拉多大峡谷，它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受保护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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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教育全球总部客人
来我校深度体验中国教育
教师 王纪华

2015 年 11 月 2 日 上 午， 市 西 中 学 接 待 了 乐
高 教 育 部 全 球 总 部 的 四 位 客 人 BettinaJohnson,
TrishaMcDonnell,

FinnKraefting,

员做了交流。
下午 1 点，董君武校长热情接待了四位客人，并
和客人一起探讨了教学创新的问题。董校长非常深入的

Lenka Chobotova。

阐述了市西的教育特色和理念，让客人们感受到了上海

市西中学的王纪华老师陪同客人参观了学生的创新

的教育的创新。董校长与客人谈了乐高教育和学校今后

实验室、思维广场、人文艺术楼、地下篮球馆、图书馆
等标志性场所，并与学校乐高机器人团队的部分主力队

的合作突破点，并热情的欢迎客人们今后多来学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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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达特福师生来校交流
10 月 21 日至 26 日，我校迎来了英国达特福文法学
校师生交流团一行，此次来校交流访问的共有 27 位学
生和 3 位老师。英国师生参与了丰富
而又多彩的活动，学习了咏春拳和橡
刻等中国文化，还有与市西学子的足
球联谊赛、科技互动、艺术课、音乐
课，以及 MINECRAFT 社团等。
10 月 26 日上午，英国师生一行
来到了学校的小操场，和学校咏春社
的同学们进行了交流互动。社长先为
英国学生介绍了咏春拳的起源和特
点，让英国学生们初步了解了咏春拳
的理论知识，随后，
咏春社的成员们列队
展示了一套咏春拳的
基本套路，赢得了英
国学生们由衷的钦佩
和掌声。在社长的带
领下，咏春社的同学
们分组向英国学生们

展示并指导了寸劲发力的方法，英国学生们还兴味盎然
地体验了一把双截棍。
几 天 的 交 流 活 动 中， 这 样 的 片 段
还有很多很多。前往市西学生家庭的
homestay，给两国学生都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彼此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最后一
天晚上的
欢送会在
教工食堂
举行，英国
学生、市西
学生和家
长们纷纷围坐在一起，互
相诉说着这几天来的点点
滴滴和心里的不舍。
这 次 交 流 访 问， 拓 宽
了学生们的视野，加强了
中英的文化交流，增进了
彼此的了解，相信这份回忆一定会像一坛美酒，愈久愈
香。

市西中学学生明星队与英国达特福学生开展足球友谊赛
教师 丛聪

2015 年 10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10 分，市西中学学生
足球明星队与英国达特福学生队在大操场进行了一场精
彩的足球友谊赛。
众所周知，现代足球的起源地为英国，足球作为世
界第一大运动，深受英国民众的爱戴，切尔西、阿森纳、

利物浦、曼联、曼城这些俱乐部更是耳熟能详。
市西中学参加此次足球友谊赛的学生主要以足球社
社员为主，由于比赛前一周足球社已知晓 22 日将与英
国学生进行足球赛，因此社中乃至全校热爱足球的学生
早已倾心向往，希望与英国学生过过招。
中午 12 时 10 分比赛正式开始，英国学生平时穿着
衬衫，面带沉静，但一碰到足球立刻就点燃了激情，比
赛一开始便占据了场上的主动，市西学生们开始只能通
过不断的拼抢维持着场上的局势，双方你争我夺，在中
场进行着激烈的控球保卫战。相比较而言，达特福学生
们的技术更为细腻，他们相互传递，最终终于通过一次
绝妙的机会攻入一球。比赛的最后时刻，市西学生们发
起了汹涌的进攻，可惜时间有限，比赛最终在欢乐而又
有一丝遗憾的结果中结束。
赛后两校师生互相握手以表示友好，本次比赛的许
多精彩瞬间，给两校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通
过足球友谊赛能够更加增进中英学生的交流，促进两校
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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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浓 市 西 情
高一【4】班 范怡雯

【校友简介】
姓名：黄大夫
初中：市西初级中学
高中：市西中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
年龄：46（86 届市西高中毕业生）
曾在市西的职务：市西足球队队长
职业：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刻的还属营火晚会了：“那是晚上举行的，每个班级都
准备了自己家烧的菜，围着火堆吃，那可是真的用木材
烧的火呀！地点就在足球场上，我们当时还流窜在各个
班级吃着菜，火堆上冒着长串的火星特别美。同学们都
围着火堆手拉手跳集体舞，和云南当地人的篝火晚会完
全不一样，都是和同学在一起，气氛特别浪漫。”

市西的选修课程
当时的市西还没有社团课程，但是“下午会有选修
课程，自由选择，应该也可以算作是现在社团的前身。
主要有物理实验拓展，化学拓展，气象，刺绣，日语口
语之类的。全都是学校老师上的课，但绝对是大反串。
比如地理老师上气象，图书馆老师上日语，体育老师上
刺绣。因为老师也各有各的爱好，也能有发挥。”校友
同时还谈到了对市西的理解“说真话，市西不出书呆子。
学风新潮，校园浪漫。这就是市西的风格，不只单一关
注学习，所以市西人一般都比较适应融合与社会中的。
我们那时就已经和许多外国学校交流了。”校友还不忘

（校友初中班级毕业照，拍摄地点就在老红楼前，
现传家楼）

提到自己参加的选修课“我选修的是日语口语课，当时
的日语老师是那个每天中午管图书馆外接的‘老头’。
他每天中午在图书馆开着收音机‘叽里呱啦’的学日语，

【采访记录】
市西的味道

每天中午最恨我们去图书馆影响他，所以对我们好凶。
我们去图书馆还有点怕他，心里好大障碍的。”但是校
友却每天都想去图书馆（嘻嘻，原因保密）“我认真学

当时市西还没有食堂，需要学生自带饭菜。但提起

习日语，每天中午到‘老头’那里答疑，久而久之，我

这件事校友立即回忆起了：“上午两节课后有肉包子供

成了老头最喜欢的男孩。后来我终于没有辜负老头的期

应，那是我至今为止吃到过的最好吃的肉包子，一直恋

望，以出科考 ９３ 分的成绩排列年级第一。选修一年，

恋不忘啊。”

之后结束了，我也顺理成章的成了‘老头’的朋友，经

市西的活动

常去看他。”校友还有这样的感叹“市西的学习氛围很

当时的市西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歌咏会、

宽松，老师很开明，不出书呆子，毕业后也较适用社会。”

科技节、体育节等各式活动。校友作为市西中学当时足
球队骨干首先回忆起的是“内容特别丰富，几乎涵盖所

市西的“大镜子”

有奥运会田径项目的校运会”，因为“在当时破校记录

校友在市西度过了美好而充实的六年时光，离开时

可是件大事，奖品也很大，放现在也就是一只钢笔或橡

难免有诸多不舍。在校友毕业时为了给母校送一份特别

皮什么的，但那时觉得特别珍贵”。而使校友印象最深

有创意有价值的礼物，同学们组织了这届高中所有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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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集资买了一面大镜子，放在了当时的老红楼，也就是
现在的传家楼，留作纪念，“当时上面应该有文字，现
在可能还依稀可见”。让同学老师们进进出出都能照一
下，军训时的我也时不时要照一下整理一下仪容，不得
不感叹老校友们的用心良苦和对母校的深深情怀。

市西的纪念版校徽
校友在采访过程中还特意提到了市西的纪念校徽。
虽然还没有见到过，但是通过校友的描述“有一颗绿色
小苗出土，小苗有两瓣绿叶”就似乎可以想象出纪念校
徽的外形。“那是我们班一个同学设计的，当时有好多
同学设计了，最后 ２０ 个挑出来，公示投票。我们班同
学很团结，到处帮他拉票，后来成了第一名。在纪念校
册上还有呢。那个设计的同学后来考上了同济建筑系，
现在上海好多高楼是他参与设计的。”末尾校友还不忘
感叹了“市西人才济济啊！”

XUN FANG XIA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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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感想】
刚刚得知要采访市西的校友我一下子变得手足无
措，随后就是紧张而又兴奋。这位校友是我妈妈的大学
同学，虽然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校友，但是通过采访
前期的准备和了解之后，我开始对这次采访有了信心。
采访前免不了有些紧张，但是采访开始后我发现这位市
西校友相当平易近人，虽然已经有了一个高二的女儿，
但是回忆起市西中学的点点滴滴就仿佛变回了那个曾经
的中学生。市西的肉包子、市西的营火晚会，市西的日
语选修课，市西的镜子，市西的校徽，市西的足球队，
通过校友的介绍，我仿佛能看到，校友当时的校园生活，
简单、美好而又充实。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了校友的生平事迹，他
身上的平易近人、朴实谦和、热心向上、坦诚待人的人
生态度让我感动。在采访过程中，校友还多次说到了“市
西不出书呆子，市西就是这样鹤立鸡群，与众不同，非

市西的足球队

常前卫。”，市西的校风轻松活跃，有各种活动可以让

一说到校队，校友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原来

学生乐在其中。就像这次的采访活动，能够使我们在整

高中四班可是市西高中部足球联赛冠军队啊，让你们现

个采访过程中，积累经验，面对困难自主独立地解决，

在四班的男生不要丢脸啊，班上有两个市西校队成员，

很好锻炼了我们的社交能力。

一个就是之前设计校徽的同济同学，还有一个嘛。。。
就是我了。我们当时的最好成绩是雏鹰杯静安区亚军。

【家长感想】

记得当时主场对育才中学，学校也很重视，开赛那天人

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让时间的红线把市西的过去

山人海啊，我们 １０：１ 赢了，学校那时疯了，我们那些

和现在串在一起。孩子在采访前经过了充分的准备，问

人简直成了英雄。但是当时静安区有个叫范安中学的，

题具体细致。采访活动让孩子充分认识到了市西的深厚

每次都把我们痛斩 ０：６，我们输了所以是亚军。我们那

底蕴和内涵，以及校友对市西那份日久弥香的浓厚情感。

时如果能穿着校队的各种运动服在学校晃，也是很威风

通过这次采访，让孩子更加自豪成为市西的一员，也将

的一件事。”

对三年的高中生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准备。愿她在市

校友的寄语
希望你们爱上市西，事实上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是
竞争残酷，祝你们好运，但一定要在市西学得精彩！

校友对校训的理解
校友说：“我们当时市西是全市唯一没有期中考试

西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快乐成长，从优秀迈向卓越！

【老师寄语】
这篇采访采用了评介的方式。采访的对象是市西
８６ 届高中毕业校友，现在的普外科医生、教授黄大夫。
这篇采访报告的特点是撷取一些细微的事物来表现市西

的学校，而且即使仅有期终考试，也还实行期终免考制，

当年的风貌：一只肉包子，一种难忘的市西味；一场营

也就是说班上每门科目平时成绩前三名的同学，期终考

火晚会，一个难忘的市西夜晚；一枚纪念校徽，一位杰

试是免考的。他们的期终考试成绩是当时所有参加考试

出的市西人才；一次足球联赛，一段曾经的市西豪情。

的同学的最高分。所以竞争从平时就开始了。我那时免

文章最后以黄大夫对市西校训“好学力行”的理解作结，

考比较多的是化学、政治、生物吧。市西就是这样鹤立

让我们体会到“好学力行”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鸡群，与众不同，非常前卫。我们那时的家长会名次都

细微之处透着浓浓的市西情！

是张榜贴在教室墙上的，压力山大，前十名是红的。我
觉得这些才是对‘好学力行’的最好的诠释吧”

（教师 张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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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余力，则行天下
高一【8】班 沈琦、黄其乐

【采访记录】

时也会一起去看看。我们一直维系着牢固的友谊。

时间：2015 年 8 月 12 日

问：市西的一大传统便是拥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自主

采访对象：王吟

创立的社团组织。请问您当时是否参加了社团活动？如

采访人：沈琦、黄其乐

果有，您认为它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有导向或培养作用
吗？

【基本资料】

答：我记得我当初参加了一些科技类社团，但进入

姓名：王吟			 性别：女

社团后常常发现活动内容与自己设想的有些不一样，心

工作单位：上海 ＩＣＳ 电视台

中不免失望，最后还是选择参与学生会的工作。同时，

职务：主持人

在校时间：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采访方式：
面谈
作为高一新生，我们希望通过采访身边的校友，锻

我认为社团对于学生的培养主要在于兴趣而非职业，但
导向作用还是有的，毕竟人们选择职业时总倾向于自己
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一类。

炼自己，感悟人生，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接下来
的三年乃至未来人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规划。而今天，

问：您在大学毕业后选择成为了一名上海 ICS 频道

我们有幸采访到了 ０８ 届毕业，现从事主持工作的市西

的节目主持人，那么请问是什么影响了您之后的职业选

校友王吟学姐，共同探讨在市西的学习经历。

择？
答：在入学的第一年我便担任了升旗手，这使我逐

【采访过程】

渐培养起了一种重要素养——责任心；同时，在三年的

问：首先，请问当您初入校园，您对市西的印象是

高中生涯中，我也主持过许多大型活动，这些经历使我

怎样的呢？

能够面对观众或镜头能够不怯场，从容不迫地完成工作；

答：我原先在初中时便经常听同学们谈论市西，说

再加上我对英语的热爱，以及老师最后在职业规划时给

这是一个只会“死读书”，各项活动形同虚设的学校。

我的建议，我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最终决定加入 ＩＣＳ

因此我对市西的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但当我真正进

主持人的行列。

入了这所学校，体验了各项课程和活动，我发现市西的
教学模式与我想象的截然不同这是一所多元化、活动多、
选择广的学校，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不仅仅是刻板地读
书学习。

问：请问您对市西的校训“好学力行”是如何理解
的？
答：我认为，好学，便是使自己对知识的追求永不
止步，恰如乔布斯所言的“求知若渴，虚心若愚”一般；

问：看来您对市西这所学校相当有感情呀。那么您

而力行，则是鼓励学生亲自实践，让他们一步步验证自

是否还记得当年就读的班级与班中的同窗和老师？您现

己所学的知识，并从中获得自信，正如古训“不积跬步 ，

在与他们还常联系吗？

无以至千里 ； 不积小流 ， 无以成江海。”一般。我相信

答：当然，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我记得当初我
就读于高一（１）班，那时的班主任是胡志成老师，他

理解并运用好这条校训的市西学子们，最终都能走向人
生的辉煌，走向梦的顶点。

是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我们的要求相当严格，却也
像个父亲一般关照我们。至于我的同窗，我们一直保持
着联络，也经常会组织同学聚会，在每年十月三日校庆

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对学弟学妹们的生涯发
展有什么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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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与梦想，
形成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也要不忘初心，遵守校训，
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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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换来所谓的高质量”我的一颗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学校采访市西人我非常支持，我觉得这是第二项活
动“写人生规划”的铺垫，通过采访市西人让孩子看到

问：谢谢您，采访结束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

他们的未来，让孩子对自已人生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

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高中三年如果没有目标和规划，努力学习只是为了考一

答：不客气。

个好大学，那么在三年后会有一个对着志愿表茫然的孩
子，四年后是一个看不到职业未来的青年，他们对自已

【采访感想】

工作没有兴趣，因此而不会认真的对待自已的职业，也

通过这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我在
ＩＣＳ 工作的小阿姨。在整个过程中，不仅是被采访人的
话使我受益匪浅，这次采访本身也是我获益良多。
它教会我勇于尝试。作为我俩的第一次采访，我们
在一开始都显得非常紧张，鼓起勇气提问的过程可谓相
当艰难。但当我们打开第一个话题后，谈话便出乎意料
得顺利推进了，忐忑的心情逐渐褪去，我们最终顺利地
完成了此次采访。

会失去对生活的热望。曾经有一个同事是交通大学生化
系毕业，毕业后竟然从事于新闻行业，我问他既然喜欢
新闻行业，为什么选择生化系？为什么不选复旦新闻
系？高考时，就想成绩好，考个好学校，从没想过是否
选自已感兴趣的行业，只是考进了才发现能选的都不是
自已喜欢的。四年就那么蹉跎了。”我希望我的女儿，
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自主的规划自已未来，
成为一个能把握自已人生的人。
——家长 王迪

它教会我磨砺以须。在这次采访前，我与黄其乐同
学做了十分充分的材料准备，包括调查被采访人背景、
撰写提问内容、选定采访地点等，这使我们在采访时获

【教师评语】

得了相对翔实的信息。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曾说：“教学必须从学习者

它教会我团队协作。我与黄其乐同学在采访前便做

已有的经验开始。”从两位同学的采访感悟中可以明显

好了细致的分工，这让我们有条理地完成任务，不至于

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此次采访活动的深切认同与喜爱，从

手忙脚乱，互相推卸责任，也大大提高了采访效率。

学姐的口中直观的了解到市西独特的社团文化，并从别

这次采访，是我的一次宝贵的人生经历，值得铭记

人的经历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感悟，就像沈琦同学所说，
这将是一比宝贵的人生财富，相信市西多元自由的学习

一生。
——沈琦
经过我们的寻访，我发现这位校友的成功，源于对
这个职业的兴趣与热爱，对学习的兴趣与热爱，以及对
个性发展实践的珍惜与热爱。同时我们也感悟到，高中
三年虽对学业至关重要，却也不能因此“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自主参加课外实践和学习。
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市西“好学力行”的校训。
——黄其乐

【家长感悟】
市西中学是百年老校了，作为静安人从小就知道市
西中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但在当下愈演愈烈的一本
率，名校率等比拼中，大家似乎迷失了。所以，进市西
之前我也有一些担心，担心这个学校是不是一味的追求
一本率，名校率，是不是只以分数论英雄的学校。但是
第一次家长会时校长用他很不顺溜的的普通话提出他的
教育观和质量观“不以剥夺学生自主选择权力换取所谓
的高质量，不会占用学生的自由时间换取所谓的高质量，

氛围一定会让学生收获更多的知识与快乐。
王吟，也是我的学生，我引以为傲的学生。
（教师 胡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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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市西人
高一（4）班 沈言歆
2015 年 8 月 9 日
市西有一个传统，新生入学后的暑假作业之一就是
“寻访市西校友”，我忽然想起外婆有一位高中同学曾
在市西担任教师的职务，于是拜托外婆与她联系。
晚上回家，外婆就把她和那位老师的聊天记录给我
看，我笑着说她们讲话怎么这么好玩，都是老学究式的
交流。
2015 年 8 月 10 日
我从外婆这里了解到这位老师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她姓陈，名民华，接着我开始着手联系陈老师。陈老师
似乎最近很忙，而这期间我和老妈也要去新加坡旅游，
所以我们暂定是在 １９ 号以后。陈老师特别有心，让我
拟定一个简单的寻访提纲，这样我的作业就能突出重点，
避免泛泛而谈。我敬佩老教师的踏实，于是我开始思考
我要采访的问题。
2015 年 8 月 18 日
我列出了个问题，用微信发给外婆请她转发给陈老
师。
2015 年 8 月 19 日
早上 ４ 点 ４３ 分，我抵达上海。同天晚上就收到了
陈老师给我的回信，让我在 ２１ 号下午去她家面谈，她
还问我家在哪里，并说下大雨的话就另约时间。我着实
感动了一下。为了后天的采访能顺利进行，我又看了一
下我列出来的问题，做了一些补充。
2015 年 8 月 21 日
初次见面，我觉得陈老师的气质和外婆挺像的，穿
着朴素但很正气。我们来到客厅，我环视了一下，倒和
我们家老房子的装修风格挺像的，碎花的桌布，红木的
壁橱、沙发、茶几……都是那个年代的风格。旁边陈老
师和外婆已经聊开了，她们聊起当年的同学，最近的同
学聚会等等。
闲聊过后言归正传，陈老师把我列出的几个问题归
纳为三个部分：关于她在市西任教的情况、关于市西的
情况、对我们市西学子的期望。我赶紧拿出笔记本开始
记，这时候脑子里还想着“要像《可凡倾听》里一样，
当一个很好的听众，但也要与被访者互动”。

【采访过程】
一、您什么时候在市西任教？任教什么科目？退休
后做些什么？
陈老师于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市西任教语文，担
任党总支书和副校长的职务，期间，前六年在初中任教，
后六年在高中任教，并且由于工作任务重，不带毕业班。

２００２ 年退休后，教育局把她派到七一中学参加工作。
如今，陈老师担任市西校友会名誉副会长以及教育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还参加了校史的编写。
二、您对于“好学力行”有怎样的理解？
陈老师谈到了“好学力行”的历史和对于它的理解。
“好学力行”是首任校长赵传家先生提出的校训，出自《礼
记·中庸》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很少有学校用这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校训。“好学力
行”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场合是 １９４８ 级学生在 １９５１ 年
毕业时作为横幅挂着的。而现今挂在教学楼里的牌匾，
是 １９５３ 年左右请于右任先生题写的，牌匾下方的镜子，
是希望学生在进校时检查自己的着装。
陈老师认为“好学”即喜爱学习，喜爱学习的人都
是勤奋的，会不断增强自己的智慧。现代人也要养成读
书的习惯，因为不可能样样都自己去实践，都是要学书
本中别人的现成的经验，那么这就是骑着巨人的肩膀在
前进。“好学”不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学习当
今的新技术。
“力行”就是要去努力实践，光会嘴上说脑子里想，
没有用，一定要自己去做。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
个人说自己很有爱心，光说不做假把式，对于某件事情
很感动，但是感动过后要有付出，付诸于实践。
所以总结来说，中学是人生打基础最宝贵的阶段，
学生在校学习，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学习做人，一个
是学习做事。陈老师认为“好学力行”这四个字高度概
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市西学子。
其中很突出的一位市西校友就是郑天慧先生，他是
６２ 届学生，毕业后参军，退伍后在中学任教，经历了“文
革”后在交通大学读研，之后又到德国进修，回来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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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他对市西有着非常大的贡献，校园里的雕塑，
都是他出资 ８０ 万建造的，６ 月，又捐赠 １０００ 万感恩母
校。他说，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市西的校训“好学力行”。
听完这个我也是震惊了，原本只是在新生入学手册
上看到有这个奖学金，没想到这也是得益于“好学力行”
这四个字。
三、请问当时的课程安排是怎样的？
陈老师告诉我，她正好经历过两次课改，分别是在
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中期。一期课改提出要适应学
生、社会发展的需要，除去必修课，加设了许多选修课
和活动课。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减少必修课，加强选修
课，增加活动课”。市西中学一向注重学生各方面发展，
比如说学生早晨到校，许多学校就开始了早自修，而市
西中学则开展早锻炼，全校同学每天跑步 ２０ 分钟，增
强同学体质。
十年后的第二次课改，把课程分为三类，分别是基
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研究性课程。陈老师举了一个
很有趣的实例，当时的生物老师带的一个小组，研究人
的手指甲长得快还是脚趾甲长得快，然后同学就回家给
父母涂上指甲油以便测量，最后研究出手指一直活动，
因此手指甲长得快。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但要看到
事物的现象，也要研究出它的道理所在。另一个例子是
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学生，就会向区政府提议搞一些贡品
的研究，要调查顾客喜欢什么。这些课程的设计都是为
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请问有哪些同学让您印象深刻？请问对现任董
君武校长的教学改革，您怎么看？
陈老师对几个学生印象很深刻，一位叫王从愉，是
一位 ９３ 届的女同学，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
授。她手风琴拉得特别好，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活动。
然而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一些人劝她放弃乐器
放弃参加活动，一心学习，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即使是
高三前也有求必应地帮助各班的节目。最后考进了上海
师范大学艺术系。陈老师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有特长，
就不要埋没它，仅仅只是为了学习把这些爱好都放弃，
就很不值得，况且，在为他人服务的时候，也能学到很多。
（这时候陈老师就正好提到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是否支持董君武校长现在的教学理念”。我也陈述了
我最近的一些见闻。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加入了一
个有学长学姐的市西新生群，那天正好有一个新大一的
学长在群里说校长的教学理念不好，开展了那么多活动
学生都不好好学习了，学校的一本率也有所下降。我对
此其实也有些困惑。）
陈老师认为，有的学生虽考取了一本，但发展后劲
不足；有些即使只考取了二本，由于充分发挥潜能，也
成长为优秀的人才。我们应该全方面、多元地评价学生。
陈老师就指出，一个人就应该全面发展，分数不是很重
要，但是也不能太差，差到不及格就太过了。所以陈老
师还是很认同董校长的教学理念的，让老师的讲堂变成
学生的学堂。
陈老师又说到了我们学校的传统，机器人。当时有
一位同学，他是 ＯＭ 队的队长，动手能力很强。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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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澜校长带队到美国旧金山参加比赛，参赛的作品还
不是机器人而是恐龙。结果在运输的途中恐龙有所损坏，
在比赛的前一天，他拼命想办法，到超市里买到了替代
品最后成功了，得了银奖。但是他一直关注于活动，成
绩落下了，高考以几分之差落榜，于是杨校长就给时任
上海大学校长的钱伟长先生写了推荐信，最后破格录取
了他。陈老师总结道，一个人不能死读书，辛辛苦苦奋
斗三年就为了那三天，期间放弃了太多太多，这样就太
苦了。
五、关于市西的校歌
我临时又想起了一点，关于校歌，我们校歌是历史
非常久远的，那么当时是不是也会每周一早上唱校歌。
陈老师摇了摇头，当时是开大会以及隆重的场合才唱校
歌，以及如果有新同学，为了教会他们会多唱几次。听
完回答后我打趣道，学校里一个老师说，他希望以后的
每周一早上也能听到我们唱的校歌，而不是对口型。我
们三个人都笑了。
六、陈老师对于市西学子的期望
最后陈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是 ２４ 个字，３ 句话：勤
奋学习、自强不息，热爱劳动、锻炼身体，乐于助人、
合作共赢。

【家长感想】
陈民华老师是我在市一女中 （ 现为市一中学 ） 六年
的同学，又是同赴崇明长江农场“五七一连”的战友。
得知我外孙女考进市西中学后的暑假作业之一是“寻访
市西校友”，就自然而然想起曾在市西任教的陈民华老
师。
在走访陈老师的过程中，她谈到了市西中学的校训
“好学力行”，让外孙女受益匪浅。市西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从过去到现在，学生们都在学校
里不仅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又不断吸取课外的新鲜事
物，并通过探索，论证其且付诸于实践。这样做开拓了
学生的视野，并为今后的人生路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寻访校友的活动，是在追寻市西中学的发展，也是
能让新生更好地理解市西“好学力行”的精神，更是让
他们能进一步传承市西的校园文化。
愿我的外孙女能在市西优美的校园里、良好的学习
氛围中、灵活的教学理念的熏陶下，迅速成长，成为德
智体劳全面发展的优良学生。

【教师点评】
这是一篇日记式的寻访报告，寻访的对象是原市西
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陈民华老师。可能由于寻访的
对象是原学校的领导，所以寻访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学校
的办学理念和具体的教学措施上。
寻访从了解陈老师在市西的教学经历和目前的工作
开始，很快进入对市西校训“好学力行”、课程安排、
教学理念以及对“分班教学”、校歌的了解与认识，最
后以陈老师对现在的市西学子的期望作结。这篇寻访报
告能让新进市西的学生了解市西的历史和目前的办学理
念和具体的措施，从而较快地融入到学校的教学氛围中。
( 教师：张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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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身边的校友”访谈记录
高一（5）班 徐蒙
很有幸可以采访到江纯姐姐，她是妈妈同事的女儿。由于姐姐身
处大洋彼岸，所以只能通过视频聊天进行访谈。感谢姐姐能在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也希望她能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访谈时间：2015.8.19 9:30--10:10
访谈方式：Skype 视频聊天
校友简介：
姓名：江纯 性别：女
毕业年份：2008 年
现居住地：美国

【采访内容】
Q：你从进入市西直到如今，有着怎样的经历？
Ａ：高中我是在市西就读，当时在 ２ 班。高一我就
加入了学生会，高二担任了外联部部长，也是当时最年
轻的部长，主要工作是拉赞助，就是可以接触到学校外
面的企业。在高二、高三，我一直是语文课代表，连续
两年获得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特等奖，还去人民大会堂
领奖呢！高三的时候，课外经历比较多，还被学校推荐
竞选并作为上海代表成为了一名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火
炬手！其实在高三开学之初，我就拿到了由当时的顾正
卿校长推荐而得到复旦大学的保送名额，也是年级里唯
一一个名额。我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因为在高二时就
获得了全区统考文科第一名，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在学
校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经历，所以拿到了名额。
高三毕业后，也就是 ２００８ 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
文系，后来取得了双学位。在大三时，我有幸成为大陆
第一个、由国家公派到卫斯理女子学院交流学习的学生，
也就是宋美龄、希拉里、冰心曾读书的学校。也正因为
这一次交流，我决定在大四时申请美国研究生。最后在
交流时期的那一年，我申请到了很多常春藤名校，最后
因为杜克大学给了我全额奖学金，所以选择到杜克大学
读公共政策。１３ 年的时候，我作为英国牛津大学交换生，
学国际关系，１４ 年回来。今年毕业后就在波士顿智库
工作，负责中美贸易合作，还在联合国实习过。其实我
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我的很多同龄人都已经工作

挺久了。可能因为我学的是文科，在美国找工作竞争也
非常激烈，所以要很晚才能有空呢。
Ｑ：回首往事，你脑海中关于市西中学最深刻的印
象是？
Ａ：最难忘的还是市西的老师，他们对我影响都很大。
尤其我是语文课代表，和年级组的语文老师有很多接触
机会。对我来说，老师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在潜移默
化中，比如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是胡志成老师，他写的黑
板字特别好看，我就从那时起开始练字。还有生命科学
刘老师，他和我一辆车上学、放学，很平易近人，会主
动地去接近学生，和你聊很家常的事情，包括数学曹老
师，也是特别容易接近。
影响比较深刻的活动则是高二暑假去居委会担任见
习居委主任，和居委干部一起出黑板报、组织活动。当
时天气很热，学生们都被分成一组一组，这也是很好的
一个锻炼合作能力的机会。这对今后的生活中跟人打交
道是非常重要的！
Q：你认为自己在市西中学中收获到的，对人生最
有帮助的是什么？
Ａ：当时还没有感觉，但毕业以后发现，市西很大
的一点不仅强调学习成绩好，还在很多方面强调要有能
力，它会给你有很多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比如学生会、
学生社团。因为毕业后你就会发现，学习是生活很小的
一部分，如果能在高中就能明白你是为了什么而学习，
就会有很大动力。毕竟现在你还要面对很多现实，你还
要参加高考，但是高考以后的生活或许有人还是很茫然
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学习十二年是为了什么，到大
学后反而迷失了。而市西不同的就是，它在高中时就会
让你思考你为什么要学习，而不是只让你学习。
Q：相信你还记得市西校训“好学力行”吧，能否
谈谈对这条校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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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还记得一走进传家楼就有“好学力行”的牌子——
其实我记得“好学力行”，也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校训，
更是由于自己正因这么做才会成长到现在。我认为“好
学”就是从内心自发地清楚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并不
是靠他人督促。包括不一定只是学习，或许是自己的爱
好，也会花很多时间钻研它，可能以后也会成为你职业
的方向。而“力行”，可能是以后你到了大学发现学业
其实挺轻松，但你花更多时间在实践上面，因为实践能
力对于生活更加重要，有了知识还要知道怎么去实践。
Q：正巧暑期有撰写个人三年规划的作业，也想请
教姐姐，你对于人生目标与规划有何宝贵经验？
Ａ：对自己有预设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越
早越好，但一定是在不停调整的。我是设定了一个大的
目标，在初中就知道自己将来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在
之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调整。如果当时没有预设自己的
目标，那么现在就不会那么努力地迫使自己去做好，因
为有很多事是非常容易放弃的，尤其在很辛苦或者别人
都没有在做或没有人鼓励你的时候。但如果你内心知道
自己要坚持什么，才会有很大动力支持你继续做下去。
有时自己的选择是小众的，这里还要感谢爸妈鼓励我，
他们很支持我，也没有过多的干预。所以你可以和别人
有不一样的目标，但首先要对自己的能力有精准的估计，
其次也要相信自己，既然设定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采访感想】
由于自己从小就听说了姐姐的事迹，不论是对她，
还是对市西，都一直有份崇拜感。这次我也十分荣幸能
够采访到这位优秀的校友，同时，对我来说是一次触动、
激励和感悟。我深刻体会到一位学子对母校、对老师的
感恩，也明白了许多——一是对自己要有规划。暑假中，
我完成了个人三年规划，接下来，就要开始向着目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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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在之后三年里，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和心智的成
熟，可以对规划做一些变化和调整，但最好不要发生方
向性的偏离。二是要开拓视野。在未来三十年中，我还
要走上工作岗位、与人打交道，培养个人能力是必不可
少的。在学习之余可以参加学校的社团或其它活动，多
把握机会与社会接触，使自己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最
后，希望自己能在高中三年，借市西这个良好平台，践
行“好学力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三十年心愿。

【家长感想】
女儿如愿进入了市西，迎来了新的学习和挑战。这
次女儿的暑假作业，让我们有机会与这位优秀的校友交
流。采访中她所说的话不仅对女儿、对我都是一次触动。
在她的回答中，言语之中尽是对老师对学校的感激与感
恩。她说，市西的高中三年，为她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很多的机会，让她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能让学生
很好地理论结合实际，是真正的践行“好学力行”。她
最难忘的，是老师们对她的教育，
这一次寻访校友活动，我想对女儿的未来规划和学
习目标会有很大帮助，也再一次证明，成功和优秀都是
属于有准备、有理想、有目标、有付出和耕耘的人。希
望女儿通过这一次采访，有所得有所悟，更希望她付之
行动，更上一层楼！

【老师评语】
徐蒙同学采访的这位校友是市西的骄傲，虽有耀人
的简历却依然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我想这或许
也是市西人的一种共同的特点：扎实、努力、好学力行。
校友江纯对市西的美好回忆及给徐蒙精彩的点拨与展
望，一定会让徐蒙高中三年的生活更有意义。
（教师 谷煜）

28

特别
报

TIAN BEI BAO DAO

时光荏苒 初心不改

道

我年逾八十，离休三十余载，如今独居敬老院。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我的晚年生活安宁祥和、井
然有序。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始终心怀组织，关注
国家的持续发展；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始终心系
教育，希望为教育事业之薪火相传贡献一份力量。
教育是一项事业，是一份理想，更是一门艺术。
我曾是一名政治学科教师，并于 1978 年至 1985 年担
任市西中学校长。我始终信奉：学生的全面发展远
比对分数和升学率的追求重要。在我任职期间，学
校始终坚持上好每门学科，绝不会因为要迎接重要
考试而占用音乐、美术等副课课程进行主课学习。
为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学校特意用早自修时间给
学生进行长跑锻炼，很多时候我会和其他老师加入
其中，与学生共同早锻炼。为了培养学生多方面的
兴趣特长，学校还开设了众多选修课，如书法、劳技、
舞蹈课等，尽管要牺牲掉一些文化课的时间，但是
不少学生在考上大学、甚至踏入社会后，仍然感谢
在市西的这段学习经历。
在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学校一直坚持科
学地、多角度地考察学生。我现在还记得当年的一
位学生，各方面都表现不俗，尤其还是学校科技活
动的积极分子，但唯独因为体形肥胖的缘故，体育
课总没法及格，每次看他尽力去完成长跑都非常吃
力。思前想后，最终学校给了这位学生体育成绩及格，

文 陈
/ 孟昭 口
/ 述 金睿 徐厉 整
/理

让他顺利进入大学。后来这位学生去了国外深造，
个人事业发展良好，他至今仍感激市西给予他的机
会，让他有更好的发现自我、创造自我的空间。
与过去相比，如今的市西中学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除了拥有更加靓丽大气的外观，更加完备齐全
的设施，新的教育模式、手段、方法不断涌现：学
校开设的思维广场课程，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
思维的火花迸发得愈加热烈，各种新颖的社团和选
修课也让学生感受到了市西对素质教育的传承。
我离休之后，在市西中学方秀红书记的组织带
领下，学校开展了“相约星期四”活动，常常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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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来我住处探望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得知

察到我在这方面的兴趣，特地安排了“每周讲时事”

近些年，市西中学补充了数十位新鲜血液充实师资，

的活动，让我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国内外的新闻

学校的发展值得期待！市西中学本身就有浓厚的“尊

大事讲述给身边的人听。

师重师”传统，这不仅体现在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与爱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亲眼见证了祖国天翻地覆

戴上，更体现在学校对教师的关心与培养上。在我工

的变化。尤其在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

作期间，学校领导会定期对教师进行家访，了解老师

家主席的这三年间，我更深感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们的生活情况并给予必要帮助，每周组织全体教师一

发生了诸多可喜的变化，个人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

起参加培训学习，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市西，

点：

“尊师重师”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

第一，反腐力度坚决，成果斐然。过去的三年，

还记得上周，我与前来探望的青年教师做了交

我党对腐败问题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不论官员、

流，询问他们工作以来的困惑，对此我讲述了我个人

党员位有多高、权有多大，不论在职已退，一旦涉腐，

教书育人的心得体会：

一律严惩不贷，是真正做到了有腐必反、有贪必惩。

首先，教师一定要做到真正了解学生，深入到

一只只“老虎”被打，一只只“苍蝇”被拍，随之换

学生心中，即：上课为师生，课后为朋友，如此才

来的是一颗颗珍贵的民心，是广大群众对我党的拥戴

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面临

与支持，是社会正气之弘扬，我们理应为之高兴与鼓

的困惑与问题，才能更有效地给予学生引导。另外，

掌。

针对学生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或是学校教育与家庭

第二，中国在外交舞台上亮眼夺目、好戏纷呈，

教育可能产生的分歧，老师也应与学生家长保持及时

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沟通，使学校与家庭形成教育合力，共同给予学生正

国在近年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致力于构建

能量。

新型国际关系，取到了诸多外交成绩，而普通中国百

从另一方面说，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老师的思维想法、个人风格、兴趣爱好、甚至板书习

姓更从政府的外交活动中获得了实惠，因而可以说拓
展外交是一项利国利民之举。

惯都可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因此教师一定要做到

第三，从我最熟悉的教育领域说，我们国家对

爱岗敬业，注重自身一言一行，牢记为人师表的重

教育问题愈发重视，尤其更为强调教学资源与师资的

要性，这样才能对学生施加积极影响，帮助学生树立

平衡问题，注重改善不发达地区或落后学校的教学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中生正处在思

资源与水平。此外，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的国家

想成熟的关键期，难免受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

也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为造就教育强国、

对此老师应言传身教，用实际行动感染学生，使他们

培养高端人才而不懈努力。我想，这对于中国的发展、

获得正确的认知，从而采取正面的行动。

人才的兴旺都是极有裨益的。

青年教师的探望让我倍感温馨，与他们的交流

我虽已年迈，但初心未改，衷心祝愿我们国家

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教育的第一线，更让我感受到组织

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让更多

的关怀。党和国家心系我们老一辈，我们同样也心

正能量在社会传递！

系组织，心怀国家！在我退休后，我坚持阅读报刊，
了解时政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敬老院的工作人员觉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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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 前行不止
文 / 葛十朋 金睿 徐厉 / 整理
我是一名新四军史学会成员，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
礼，后在市西中学任教语文四十余载。1991 年 10 月，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教育岗位。如今我已 85 岁，家庭
美满，儿孙满堂。更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依旧能发挥
余热，为曾经的战友送上一份关怀，为当下的青年传递
一份温情，为我热爱的教育事业再尽一份绵薄之力。因
为我明白：只有用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
才能回报党和政府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我生性乐观，但我同样希望把我的快乐传递给他人。
我曾经的老同事、老战友们如今也都进入耄耋之年，但
离退休后的生活状况不尽相同，部分老同志身体孱弱、
疾病缠身，而部分老同志则精神状态欠佳，亟需他人的
关怀与爱护。记得不久前，我的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同事
因老伴去世与一些家庭琐事缠身而一直郁郁寡欢，健康
状况受到影响。身为同仁与朋友，我非常希望能帮助她
摆脱心理阴影，重拾美好生活，因此在教育局领导的帮
助下，特意联系原工作单位的领导，组织同仁们一同探
望、开导她，同时也联系了她的家人，促使她与家人解
开心结，并陪伴她去一医学专家处治疗，这位老同事非
常感动，如今心情也舒畅许多，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
看见自己的点滴努力能带给他人幸福之感，看见自己的
乐观精神能带给他人以愉快之情，这于我而言本身就是
一种幸福与快乐。因此，我一直与我的老同事和老战友
们保持积极联系、定期走访，了解他们最新的生活情况，
想方设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给予他们温暖、
鼓励，希望他们以更饱满的姿态安度晚年生活。
我名十朋，就是要和各行各业的人做朋友，和每一
位学生做朋友。学生不仅是老师的朋友，更是老师的生
命，对学生的关爱与引导是老师一辈子的责任。我不仅
会与我昔日的学生在网络上建立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也
时常交流沟通。近日，我发现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在社交
网络平台转发不少负面、乃至并不符实的观点，他虽未
直接表达内心的想法，却通过转发的方式间接传递自身
消极的情绪与看法，让我感到有必要对学生施以援手、
设法开导，助其跳出负能量的泥潭。经过深思熟虑，我
最终决定给这位学生写一封信，信中我首先对该学生所
转发的部分正面有益、予人启迪的信息作了肯定，随后
也如实地一一罗列、驳斥了他曾转发过的负面或不实信
息，并以教师和朋友的双重身份诚恳地表达了我对他的
消极思想及不理智转发行为的不认同，期望他能够认识
到自己的问题并改正。我想，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学
生的思想难免在时代浪潮中发生起伏，但是育人是一项
终生的事业，即使我已退休，即便学生已离校多年，对
于他们思想上出现的误区，我仍应尽快指出与纠正，永

远做他们的良师，永远当他们的诤友。
正如毛主席所言：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作为老一辈教育者，我喜爱与年轻人交朋友，通过他们，
我学习到新知识，同时我也愿意与年轻人分享我的故事
和经验，希望将我自身的正能量延续给他们，帮助他们
更好成长。当市西中学邀请我回校给学生和青年教师作
汇报或讲座，我都欣然应允，风雨无阻，因为我珍视与
年轻人每次的交流机会；当看到年轻的朋友被我讲述的
抗战历史深深触动，看到他们对我的革命故事兴趣浓厚，
我打从心底觉得高兴与感动，为自己能给后代留下精神
财富而喜悦。退休后，我还参加了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
担任文教委员会委员，期间我组织了文教委员会的语文
专家组走遍上海乃至外省一些学校进行调研、听课，以
帮助青年教师进步，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在教育教学上贡
献力量让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离开教育前线的 24 年间，我也主动承担了一些有
意义的社会工作，希望发挥自己的正面影响，为国家、
社会的发展继续奉献我的力量。我参加了支部助学活动，
先后资助了多所中学及高等学府的学生，每当收到受助
学生和家长寄来的喜报和感谢信，我都由衷地觉得快乐。
作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成员，我主编了《抗日战争回
忆录》、《解放战争回忆录》、《老凤新声》等书的编
撰工作，并编辑近 200 期《离休支部简讯》。还定期参
与诸多活动，如给青年学生讲抗战故事、担任聋哑人作
文大赛审稿、当评委等。尽管有诸多的工作，但对于酬
劳或稿费，我坚持分文不取，或是全数进行捐赠，因为
我的理念始终很明确：我做事，是为了回报党和国家，
为了我内心的快乐，是对自我价值的坚守，而不是为了
索取，不是为了任何肤浅的名或利。
退休后，我一直有剪报的习惯，这也是我的一大爱
好，只要看到好的文章，我就会剪下收集，不断拓宽自
己的知识面。我始终认为：如果不学习、不增长知识，
就无法与别人交流。社会在进步，若我还是原地踏步，
就注定要落后，就必定要与社会脱节。因此，不管年岁
多大，都应坚持修身提高，保持心灵的“青春”，做“不
老”的老干部。
“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这是党对我
们老干部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我离休后的生活准则与目
标。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干部无限关怀，而要报答党和政
府的培养，我们唯有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再多添一块砖、
多加一块瓦，给社会带去更多正能量。能为国家的发展、
人民的福祉尽我之力，乃我等之责任，也乃我等之荣幸。
生命不息，前行不止，愿与所有老干部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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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的 话
在市西校庆 70 周年喜庆来临之际，回首往事，我在市西中
学工作整整 35 年，深深感悟到人民教师最起码要做到爱生敬业。
现将这篇随笔（于 2011 年所作）献给学校表示庆贺。

爱 生 敬 业
退休教师 季红楠
2011 年 3 月 上海
我于 1964 年从北师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在上海，
先后在上海市市西中学、上海市省吾中学任教整整 40
年。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 做过教师、班主任、教研
组长、年级组长和副教导主任。和学生一起学工，学农，
学军，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在践行“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漫长过程中，感悟到人民教师最起码要做
到爱生敬业。

（一）常怀平等真诚的心

对待每一个学生

教师每天要面对着几十个学生，每一个学生身上都
有很多优点，但在成长中难免也有不足。我所任的数学
课是他们发挥优点表现才能很好场所。陈磊同学爱好数
学，在班内总在前面，曾获得校年级组数学竞赛二等奖。
但他开始自满了，逐渐听课不认真，作业也马虎，他认
为只要多看课外数学书就能学好。以后学习成绩慢慢地
后退。我想既要保护他爱好数学的积极性，又要帮助他
走出认识误区。我找他谈心，从帮助他解决在课外学习
中的疑难入手，耐心告诉他，课堂所讲内容通常是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内容，只有上课认真听，课后再钻研，
才能事半功倍。事实上，他对数学的定义、概念模糊不
清，掌握不牢固，常常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出差错。经
过多次平等接触交谈，陈磊同学慢慢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真诚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之
后，他的数学成绩有明显提高。逐渐又名列班级年级的
前茅了。

（二）对好学生不能护短

坚持严格要求

小王是我校的好学生，她学习刻苦，工作认真，乐
于帮助同学，深受同学和老师喜爱。但在一次数学阶段
测验时，她帮助同桌解题，我当场阻止了。课后我严肃
地批评了她。好学生有时也会出差错，对此不能护短，
而要真心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使一朵小花，长得更美更
艳丽，才能使之茁壮成长。之后，她考入了华东师大。
新年来临，还给我寄了贺年卡。

（三）关心特殊学生

走进学生的心灵

小吴同学学习认真，成绩良好。但平时寡言少语，
不大合群。在高二期终考试时数学不及格，我很意外。
我即去家访，他爷爷说：回家后整整哭了一夜。在与小
吴同学交谈中，他说：“我酷爱化学，想要成为年级中
化学‘皇帝’，数学课影响了我学化学。这次不及格，
要老师负全部责任。”他的抱怨，显得很唐突，近乎不
讲理。这时如果简单地顶回去，很可能造成幼苗折断或
其他意外。他已产生心理障碍了。特别需要老师的关爱，
要走进他的心灵。我帮他分析，并进行安慰和鼓励，在
此后整整一学期，每天上课后，及时解决他不懂的问题，
做到有问必答。有一次他又问一个问题：“老师我做数
学题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面对这样棘手问题，
我与备课组其他老师交换意见后，建议他多次阅读题目，
以了解题意，这样有助于消除幻觉。他能把心里话跟我
讲，这是对我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师，应从心理因素研
究入手，不断消除学生心理障碍，打开学生心理的围城，
让他们健康地成长。高三年级结束，他顺利考入了高校。

（四）爱“差生”才是真正地爱学生
品学兼优的学生，人人喜爱。对上课不认真听讲，
学习成绩又差的学生，有时爱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这些
学生由于长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造成基础差。
奥妙的数学课又听不懂，每节课对他们都是受煎熬。做
小动作也就不奇怪了。小周就是这样的学生。但我发扬
他脑子灵活，理解能力强，一旦听懂了就能认真思考。
如果抓住并发现他的这个优点，学习就会有长进。上课
有时我让他板演，调动他上数学课的积极性。在期终前
一次独立练习中，他没有作弊，提出：“老师，我将懂
得的知识都解出来，不懂的就不做了，行吗？”我说：
“行。你能掌握多少就做多少，不懂的下课来问。”这
样他感觉到，老师不是看不起他，而是尊重他，体谅他。
期终考试时，成绩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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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把学生的苦乐作为自己的苦乐
要提高学生的素质，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要爱
学生，把学生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从思想上、学
习上、生活上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小徐、小刘、小俞、
小谈是我校运动场上的小将，他们平时刻苦锻炼，为我
校赢得了荣誉，获得上海市中学运动会女子 4X100 米，
第 4 名。小徐女子 200 米，400 米获得了第二名。但在
学习战场上他们屡屡打败仗。小刘数学三校联考得了
38 分，小徐得了 42 分。我决心不能让这些可爱的学生
掉队，要把爱心献给这些运动员，让他们全面发展。我
把他们找来，和他们交朋友，整整高中三年中，我利用
他们体育课免修的时间补上学习上的差距。小谈在高三
毕业前夕得了肌肉萎缩症，要住院开刀。不能按时到校
上课。我决定只要她一到校，就抢时间分秒必争为她补
课。让她顺利通过会考，在我们师生共同努力下，这些
运动员个个都考上大学得到进一步深造。小俞收到高校
录取通知书后，高兴地抱住我直跳，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六）把爱心送给残病学生让她自信自强
一天兼任政协委员的李老师来找我，某重点中学高
三残疾学生小钱，学习数学有困难，希望能帮助她。当
时我担任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任务重，身体也不好。
我除了努力把自身工作做好外，课余不再辅导其他学生。
但她是一个残疾学生，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我第一次
看到小钱手摇轮椅，是个高位残疾的女孩，我毅然决定
上门去她家辅导。交谈中又得知她父亲因脑溢血，在三
年前去世了。这是个不幸家庭的不幸的孩子。人民教师
应该献出爱心，我不仅无偿地帮她解决学习上困难，而
且帮他解决思想上的苦闷，当我了解到她因学习上不去，
又感到拖累母亲，想轻生时，我和她谈心，谈她的母亲
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失去丈夫，又要拉大二个孩子，
她又是残疾。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从不叫苦，从不放弃。
妈妈就是她学习的榜样。人残志不能残，要自信，要坚
强。把学习搞上去，争取上大学，给自己创造自立的条
件。在我们共同努力下，高三数学会考成绩得 A 等。并
且考进了上海机械学院。当她把这些好消息告诉我时，
我也分享了她的幸福。

（七）把爱给予学有所长学生 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
84 届的邓蔚昕、徐立恒、周铭、王铭四位同学，思
路敏捷，爱好数学，都在我的班级。根据他们的爱好，
我把他们和年级组其他数学爱好者组织起来，和教研组
老师一起为他们作数学专题讲座，和他们一起探讨数学
中遇到的问题，组织他们参加市区各类竞赛。并且师生
共同进行了数学教学改革。期终考试时，批准他们免考，
师生共同命题，每人都要拟一份期终考试题。这样一方
面可以提高他们学数学兴趣，同时也夯实他们所学的基
础知识。由于师生共同努力，邓蔚昕获得 84 年上海市
数学竞赛三等奖、周敏获 35 届美国中学数学竞赛一等
奖，徐立恒获第二届美国数学竞赛鼓励奖，王铭考进了

复旦大学数学系。

（八）像妈妈一样爱护我们的学生
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教师的责任更重了。我
们不仅要向下一代传授知识，更重要的要培养下一代如
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当我得知高二（2）陈同学失
去双亲后，一方面向学校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在班级里
开展募捐活动，并找他谈心，要他珍惜同学老师家长的
一片爱心，千万不能被当前困难难住，而消极悲观，要
认真学习，完成学业。为了扩大教育面，使更多同学感
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以高二（2）班为主召开
了“寄真情，友谊长存”年级主题会，。通过这活动，
让同学体会到，我们社会充满着爱，一人有难，大家支
援。从而使大家更热爱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更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立志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九）记住同事的临终嘱托 关心遗孤
和我同事 30 多年的华老师，不幸得了晚期癌症。
我去医院看她时，她含着眼泪，握住我的手说 :“小季，
我的日子不多了，最挂心的是我未成年的儿子，请在我
身后给予关心照顾，拜托您了”。我说，“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全力关心他”。华老师走
了，留下了身体欠佳的丈夫和未成年的儿子 ---- 小董，
当时在我校读高三，他叫我季妈妈。我心里总记着朋友
的临终嘱托，除了在学校照顾外，逢年过节，我就上门
去看小董，同时看看他爸爸和奶奶。我们全家决定在经
济上帮助他，一直到他大学毕业。现在小董分配到上海
一家医院，连续多年，每逢元旦、春节他都来信慰问。
结婚、生孩子也不忘给“季妈妈”报喜。

（十）把中国老师的爱心，留在外国学生的心坎里
1995 年 10 月，我当时所在的市西中学接待了日本
鹿儿岛高级中学师生访华团，中日两国学生在大操场上
联欢、打球、文娱表演，一片欢腾，沉浸在欢乐之中。
突然我班吴冰同学来到我面前说：“老师，日本同学的
钱包丢了。”我一面向学校领导汇报，一面组织同学帮
助他寻找，找遍了他所到之处，都没有找到。日本学生
急得满头大汗，非常着急。眼看联欢即将结束，看着孩
子的样子，我也很着急。面对孩子，我就将自己随身带的、
准备买菜的仅有的 100 元就给了他，部分弥补他的损失，
让他在我国停留时间买一些喜欢的小物件。100 元钱对
日本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中国教师的一点
爱心，让这爱的小花留在外国学生的心坎里。
几十年来，我爱生敬业，我献出爱，同时也获得爱。
事实上，爱是相互的，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他们称
我老师、妈妈、外婆。当我七十岁生日时，他们为我祝寿，
同时也为我的那些满 60 岁的学生们祝寿。66 届、73 届、
75 届、84 届的学生欢聚一堂，共叙师生情、朋友情。
73 届的一位同学花了一星期时间给我写了 100 个寿字，
表达了对我的爱。回首往事，我是无愧于奉献申城的北
师大人中的一员，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

来信
照

登

LAI XIN ZHAO DENG

尊敬的方书记并请转《市西老家》校友编辑部同志：
十分感谢你们在今年第二期第十页上刊登了金、谷二师所写的关于我与
青年教师就教师素养问题座谈的报导。文中对我予以肯定和赞扬，我实不
敢当，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至于说我“培养了童自荣、王祖玲、邬君
梅等一批优秀学生”，其实，我只是在他们身上尽了责任，情感较融洽，
后来有所接触罢了。他们的成功是党培养、市西所有老师的努力，尤其是
他们自身的奋发的结果。
另，文中说我是“新四军老战士”，也怪我未说清楚。我只是新四军史
学会三师分会成员；我是解放战争时代参加二野的解放军老兵，享受离休
待遇。我请求在适当时候以“来信照登”形式予以更正，谢谢！
我个人简历十分简明，解放前是学生，解放战争中热情奔放弃笔从戎，
参加二野进军大西北，前后十载。1958 年转业来上海，59 年分调市西任教，
直到 91 年离休，再没更变过单位，也称得上“老市西人”了。我觉得荣耀。
今虽耄耋之人，但我仍将竭尽全力为老家市西做力所能及的奉献！草草
数语寥表心声！愿市西越来越兴旺，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顺致
编祺！
老市西人 葛十朋敬礼
2015 年 10 月 13 日

《市西老家》2015 年第一期第 31 页，《北京校友会的故事》作者为北
京校友会会长陶民华；应作者要求，文章标题改回原标题《北京校友会成
立 30 周年回顾》，特此更正。
《市西老家》编辑部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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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市西中学旧事
《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曹景，1947 年生，新闻媒体人】

2015 年 10 月 3 日，这一天，曹景行到他的母校拿
一份迟到近半个世纪的东西——他的高中毕业证书。

一

他熟练地通过路口，径直取愚园支路的小道穿到乌
鲁木齐北路，然后再回到愚园路。“这样近一些”，他
说，迈步迅疾。
愚园路 404 号就在眼前，市西中学到了。
2015 年 10 月 3 日，这一天，曹景行到他的母校拿
一份迟到近半个世纪的东西——他的高中毕业证书。
49 年之后，又走到这里。曹景行站在华山路愚园路
交叉口，等待着红灯跳绿。
假期的静安寺商圈，车水马龙，路上都是出来购物
娱乐的年轻人，他是站在其中的一位白发满头的长者。
很快，绿灯亮起，他熟练地通过路口，径直取愚园支路
的小道穿到乌鲁木齐北路，然后再回到愚园路。“这样
近一些”，他说，迈步迅疾。
愚园路 404 号就在眼前，市西中学到了。

市西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
海公共租界内民间办学的两个源头：一是 1870 年在虹
口为受到双重歧视的欧亚混血儿童开设的一所私人学
校——尤来旬学校； 二是 1886 年在北京路河南路口
由共济会会员集资捐款、为已故及贫困会员子女提供免
费教育而创办的上海公学。
这两所学校在被工部局接收成为“公学”后，保持
收费低廉、面向公共租界中等收入阶层外侨家庭子女的
“公立”性质，后因为校舍扩大、男女分校、布局调整
等原因相继合并，最后汇聚在愚园路。
然而好景不长，琅琅读书声很快为炮火中断。1943
年 1 月 20 日，日本总领事馆以“上总秘第一一号函”
向工部局强征今市西中学所在地为集中营，将当时两所
侨童学校所在的愚园路 404 号、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
8A 号、10 号的区域设为沪西第一集中营，用铁丝网与
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关押英美侨民。
从 1943 年 2 月 7 日至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沪西
第一集中营期间共关押 877 人。教室被改成囚室，每间
教室被分隔为二间或三间，每一间由一家使用。单身者
除了若干例外，全部在原女子学校的礼堂、食堂、教室
三处合住。对于侨民在集中营的生活，日本军事当局制
订了详细的规则，对侨民的用餐、看病、寄信、处罚等
有多达四条十八项的具体规定。日本宣告投降后，集中
营中的许多侨民由于流离失所无法出营，直到 1945 年
11 月，各集中营被收容侨民才基本走清。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当局正式接收公共租界和法
租界。租界里的外籍人士陆续回国，这些为外侨子女设
立的西侨学校也无再办必要。根据《上海市中等教育概
况》记载，1946 年 8 月“奉令将西侨男女中学合并，
改称为‘上海市立市西中学’，任命赵传家为校长”。
自此，著名教育家赵传家、杨聂灵瑜不辞劳苦，花
费数月工夫，将散落租界各处的属于公众之教育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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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收归，并逐渐扩大招收华童的数量。市西中学所在
的沪西地区，除了一些中上等收入的家庭之外，还有相
当一部分产业工人、服务行业就业者家庭，他们的收入
很低。因此，纳入市立公办体制的市西中学在就地组建
后一直坚持向所有阶层开放，并设置减免等各类制度。
1953 年，市西中学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市重
点中学。

二
就在市西中学成为市重点中学 6 年后，1959 年，
曹景行一家从虹口搬到新成区（后归入静安区）居住。
1963 年，16 岁的曹景行考入市西中学高中部，从此，
每天清晨从位于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家出发，骑着自行
车到市西中学。
彼时，南京西路沿途地面上皆是原英商有轨电车铺
设的轨道，自行车轮胎滚过轨道时要双手抓紧把手，否
则会嵌进轨道摔跤。自行车是北上清华读书的哥哥留给
曹景行的出行工具。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实属奢侈。
不过对曹景行来说，这辆自行车不仅包含着兄弟之情，
也包含着父爱。1956 年到上世纪 70 年代，曹景行的父亲、
著名报人、作家曹聚仁常居香港，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
间的人脉穿线，为两岸的统一谈判牵线搭桥。因为曹聚
仁的“海外关系”，曹家能用侨汇券和侨汇证在上海七
重天下的华侨商店买指定商品，其中就购下了这辆珍贵
的永久牌自行车。
在曹景行的回忆里，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高中生活，
学习压力并不大，政治氛围却很浓，学校对学生要求“又
红又专”，“红”被放在首位。校园内，不论男生女生，
不论来自什么家庭背景的学生，都表示要学工科，向往
的不是复旦交大等本地名校，而是一心渴望去清华、哈
工大、北航读书。青年人中涌动着去首都、去部队、去
外地锻炼发展的豪情。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初中时代看了许多翻译文学作
品、听西洋古典音乐的曹景行在进入市西中学后，开始
更多地接触 《红岩》《欧阳海之歌》等红色文学作品，
连听音乐也换成了 《东方红》
《长征组歌》等红色经典。
城中涌动的备战气息，影响着学校。男孩子们最大
的爱好是自制火箭，整天在实验室里捣鼓燃料，之后毫
不畏惧地拿到学校操场上试验燃放。一次一个男同学被
自制的硝化炸药烧伤，“轰”地一声后，他的整张脸都
黑了，所幸未伤及皮肉。
曹景行的姐姐、后来成为著名配音演员的曹雷，当
时正在华山路的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每天中午市西中学
午休时，曹景行总是骑着自行车去上戏食堂吃饭。这样
沿着华山路一路南骑，沿途风景中包括路边精致的唱片
店、有趣的旧货铺，还有一家鞋店，招牌就叫“康生”。
有一天，曹景行又循例在午休时骑车去姐姐的学校，
远远看见“康生”关闭，橱窗上被贴满厚厚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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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文革”开始了。

三
“破四旧”的号召，率先得到了青年的响应。在市
西中学的礼堂里，68 岁的曹景行还能回忆起当年学生
们对赵传家老校长的批斗。
一位老同学也曾给曹景行发去微信，说当年有一位
音乐老师名叫曹云芬，学生们冲到她家里去，当着老师
的面摔碎拗断她收藏的唱片。“我永远也忘不了老师脸
上惊恐羞辱的表情”，同学说。“而我永远忘不了的，
是那些唱片被摔碎时候的咔擦脆声，”曹景行说，“我
们应该向老师们道歉，他们给我们许多指导，打下很好
的学业基础，而我们却曾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
1967 年，在“一片红”的浪潮下，本应高中毕业的
曹景行被分配到上海运输八场 802 车队做搬运工。1968
年 8 月 20 日，他在同学的欢送中从人民广场起程赴皖
南山区插队。昔日渴望去深造的同学无一如愿，而是纷
纷去黑龙江和安徽等地拿起锄头“修地球”。两年后
的 1970 年，清华毕业后被分派在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
农机厂的哥哥曹景仲，不幸在战备工作引发的爆炸事故
中身亡，年仅 25 岁。1972 年，父亲曹聚仁因骨癌在澳
门去世。直到 1977 年高考恢复，曹景行抓住机会，靠
着昔年在市西中学打下的基础，利用工作之余复习，在
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终于在离别十年后回沪。
今年 10 月 3 日，市西中学为 66 届初、高中毕业生
补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参考了校史中上个世纪 60 年
代的格式，签名处也用了当年老校长赵传家和副校长蒋
丽似的签名和印章。
“而我们都已经快成古稀老人了。”曹景行说。许
多同学彼此打招呼，但更多的人已相逢亦不识。他们曾
热血昂扬地在这所校园里学习，一心想着青春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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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力行，卓越发展
——上海市市西中学迎命名 70 周年学术系列活动简要方案
一、活动宗旨

2. 活动主题：走向个性化，提升学习力

2016 年 10 月，市西中学将迎来命名 70 周年，也是

3. 活动内容：

市西中学与市西初级中学在校园改扩建后共享一个教育

（1）文科学术专场

园区以来迎接的第一个逢十学校纪念日。本着“扬传统、

活动时间：2016 年 3 月 30 日、31 日

聚力量、促发展”的目的，市西中学与市西初级中学将

活动主题：走向个性化——人文学科如何有效提升

共同策划组织开展系列迎命名七十周年活动，以实现：

学生的人文素养

1. 发扬“好学力行”学校优秀文化传统；

（2）理科学术专场

2. 联络凝聚分布在五湖四海的市西校友；

活动时间：2016 年 5 月 18 日、19 日

3. 振奋市西人深化教改探索的精神自信；

活动主题：走向个性化——科学学科如何有效提升

4. 促进市西以及师生“从优秀走向卓越”。

学生的思维品质

二、活动安排

（3）中外教育论坛

（一）市西大楼命名活动

活动时间：2016 年 9 月 24 日

学校建筑名称既是学校文化的承载体现者，也是学

活动主题：走向个性化——基于脑科学的学习设计

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迎命名七十周年的契机，

与实践

2015 年 11 月发动全校师生、校友等给市西校园里除“传

（4）市西教育思想研讨会

家楼”“好学楼”“力行楼”以外的所有大楼命名，也

活动时间：2016 年 9 月 30 日

以此奏响迎市西命名 70 周年的前奏。

活动主题：好学力行，市西优质教育七十年的持续

（二）市西新春音乐会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上海市音乐厅举办“流金砾石，
芳泽延衍”市西命名 70 周年新春音乐会，既庆贺新春，
迎接中国传统春节，又展示市西人才艺风采，展现市西
艺术教育成果，凝聚校友，汇聚教育力量。
（三）市西教育学术交流会
1. 活动目的：扩大教育学术交流，促进教师专业提
升

发展
（四）市西校友返校日
活动目的：弘扬学校文化，发扬市西精神；凝聚校
友，和谐市西
活动时间：2016 年 10 月 6 日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