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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听”
“讲”
历史

家访故事

祝弘平 银湖中学

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给我讲日本鬼子驻扎
在我村庄时发生的一些事。尤其是茶余饭后，我
更是好奇地问这问那，犹如听故事一般。奶奶
说，有一次两个日本兵被“便衣队”
（抗日武装）杀
死后，鬼子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把全村的男女
老少赶到一块空地上，架起了机枪，逼迫老百姓
跪在地上。鬼子的机枪头在人群里转来转去，威
胁老百姓说出“凶手”的名字。我奶奶是一个倔
强的人，她迎着鬼子的机枪，昂首挺胸，跪在前
排，始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孩子，作好了一死
的准备。最后，鬼子无法从村民的口中得到什
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只好无奈地把全村人
放了……
长大了，我读了许多历史书，才知道奶奶口中
的“故事”竟然是一段发生在富阳银湖街道的日军

侵华血泪史！
时过境迁，爷爷奶奶均不在人世了。我们这
代人又没深刻的体会，似乎渐渐地淡忘了这一部
沉重的血泪史，而我们的下一代更是有“如隔几
世”的感觉。所幸，我们学校旁边就有“千人坑遗
址”和“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里面展
出的历史图片能把每个人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屈辱
的年代，让我们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来到
这里，历史仿佛凝固了，我们的心情立马沉重了，
深感今天和平生活来之不易。那么，我们能做些
什么呢？
在新课程改革的前进道路上，我校的几位老
师自告奋勇，主动提出要开设“勿忘国耻，砥砺奋
进”这门拓展性课程。他们认为，必须开设这门
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

家乡也曾遭受到日本鬼子的蹂躏。
“千人坑遗址”、
“受降厅”就是铁证！于是，学校和纪念馆商议，共
同推出“小讲解员培训计划”。我们不仅要让孩子
们“听”这段历史，我们更要让下一代人“讲”这段
历史，代代相传，勿忘国殇！同时，让我们的孩子
思想得到升华，珍惜当下生活，热爱家乡，好好学
习，长大以后能报效祖国，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
人。
有时候晚霞是血色的，它似乎不断地警醒我
们，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有这么多人的追寻，相
信我们能跟随着祖辈抗争的脚印，砥砺奋进——
只有祖国强大了，
家乡的天空才会更美！
这个夏天很炎热，雨水珍贵，但令人欣喜的
是，来银湖街道“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
参观的孩子和家长却很多很多……

春江艺苑

《玄关》
“家在富春江上”
古建筑摄影大赛作品选
（学生组）
富春中学 张璐亿 摄

“我和郁中”
——郁达夫中学 60 周年校庆专栏

郁达夫中学校训的由来
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艺活动家、编辑家和
译作家。1950 年毛泽东任命黄源为华东军政委员
会文化部副部长，1955 年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浙
江省文化局长。1957 年被错划右派，1979 平反后
任浙江省作协主席。
他在追念郁达夫的相关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1925 年下半年或 1926 年上半
年，郁达夫到江湾立达学院看望张闻天的弟弟张
健尔，郁达夫那天穿的是中装，夹在青年中拥出校
门，向郊外走去，那么随和自然，没有一点架子，丝
毫没有一点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著名小说家、大学
教授的派头，和我们谈话完全是年长一点的朋友
口气，心地纯洁可爱。”
这就是黄源老先生在年轻时就烙下的对郁达
夫先生的印象。此后，他在编辑《文学》
《译文》等
刊物时，与郁达夫有了更多更深的交流。在黄源
老先生心目中，郁达夫既是作家，更是战士，是一

个爱国主义者的代表，他认为今日之学子都应该
有这样一种爱国情怀。
1996 年，已经九十高龄的黄源老先生来到郁
达夫中学，在郁达夫事迹陈列室，欣然挥毫写下了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结尾句：祖国啊，祖国，你
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他说，我们要学习郁达夫的
爱国精神，要为祖国的富强而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这应该成为学校的校训。
两年后，
“ 为了祖国的富强”便正式确定为郁
达夫中学的校训。从此，富有郁达夫人文特色的
爱国主义教育成为郁达夫中学最鲜明的主题和亮
点，校训所蕴含的爱国信念深深地根植于全体师
生的心中。
（作者系原郁达夫中学教师）
本栏目欢迎郁达夫中学历届校友和工作人员
积极赐稿，
以抒发名师风范、
师生情谊、
同窗情义！

暑期体验

游多伦路
杨帆 富春八小 六（1）班

这个暑假非常荣幸，我参加了一个走读上海
的活动。
第一天我们去了上海作家协会，和作家甫跃
辉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从中学到了不少阅读和写
作的知识。第二天，我们去的是位于虹口区的多
伦路文化街。
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不过 550 米长，却和别
的路不一样。别的路大多蜿蜒曲折，纵横反复，地
势较为复杂。而这条路只有一个直角转弯，看起
来，似乎有点“违背”20 世纪上海滩的建筑风情。
不过，它可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在这条街上，
曾居住着众多的文化名人，鲁迅、茅盾、郭沫若、叶
圣陶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
这是一条文人明星街。
给我们讲解的是来自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
姓凌，浙江宁波人，长得高高瘦瘦的。快四十度的

高温天，却裹着一件外套，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
一双球鞋。整个人严严实实的，好像怕晒又怕冷
的女人。不过，一点都看不出他已经五十九岁
了。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解，整整两个小时，一
口水都没喝。更奇怪的是，身上也没见有多少汗，
我们都叫他超人。
我们和这位超人导游在文化街四处寻觅大师
的踪迹，栩栩如生的壁画，复古的石板路，精致入
微的雕塑，还有一栋栋古老的建筑，在他有声有色
的讲解下，
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了。
导游说，这里曾经是日本的租界，中国人到这
里都要听日本人的指挥，不能轻易妄动，不然就有
可能要被抓，甚至杀头。二战期间，很多国家都不
接受犹太人，但上海却接受了他们。我觉得上海
人是善良的，包容的，他们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土
地、房子给犹太人住，给他们食物吃，有的甚至为

徐恩 常安镇小
早上到校后发现苗苗没来上学，听说是感冒
了，
觉得该上门去看个究竟。
苗苗，一个高挑的六年级女生。母亲在她三
岁时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有个姐姐早已放弃
学业，进了一家企业上班；父亲六十来岁，老实巴
交，只知埋头干活，养家糊口。正因这样的家庭背
景，苗苗虽然成绩不错，可是平时沉默寡言，离群
索居，
很少与同学老师交流。
来到孩子家中，面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斑驳
的墙壁，暗黑的房屋，杂乱的家具，连落脚的地方
都没有。走进孩子的房间，更是不堪：衣物随处堆
放，没有一件干净的；衣柜扭斜着，电视机上、地板
上、床上随处丢弃着孩子读过的书本和各种杂物；
被子胡乱地团在一起，看不出哪儿是头，哪儿是
尾。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异味。
这就是一个花季少女的生活环境，没娘的孩
子怎不叫人心酸？
此刻，孩子就坐在床沿，面对父亲的呼唤一声
不吭。见了我，轻轻地叫了声“徐老师”。她告诉
我，其实自己并没有感冒，只是不知为什么不想读
书了。于是，我和孩子单独聊了起来。聊她的母
亲、父亲，以及刚过世不久的奶奶。孩子失声痛
哭，觉得自己很孤独。我继续和孩子聊学校、同
学、老师，顺势告诉她自己的经历，显然孩子并不
厌烦读书，会时不时地插几句。临走，孩子答应下
午去学校读书，并和我拥抱了一下。这一抱，犹如
抱着自己的女儿，
我的眼眶润湿了。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顺利。孩子还是反复
多次没来上学，其中一次有好几天。期间，班主
任、校长以及镇指导员、区心理辅导站孙老师和我
几次上门。在一次一次的家访中，孩子的父亲也
渐渐明白了如何去关心孩子。
六年级的女孩，随着身体的发育，心智也开朦
胧成熟。家里尽管温饱没问题，但是缺乏精神的
交流，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自卑、茫然、颓废，都
会涌上心头。此时此刻，多么需要有人指点、开
导，感受到被关爱，看到灿烂的明天。所以在家访
和交流中，我始终关注孩子的一点一滴——和她
制定目标、感受阅读快乐、参观姐姐的工作地方、
分享我的日记、给母亲写信……孩子渐渐地走出
了这段迷途，顺利完成小学的学业，还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我想，现在有不少单亲家庭或留守儿童，他们
缺少关爱，缺失家庭教育。作为一名教师理当及
时补位，关爱他们，尊重他们。相信苗苗一定能在
社会的关爱下，凭着自己的努力，开出人生最美丽
的花朵。

美丽家乡

美哉，
常绿石梯

苏立军
郁达夫中学自 1992 年由原富阳镇中学更名以
后，相继在校园内树立郁达夫铜像、建立郁达夫事
迹陈列室、郁达夫文学社，并开展各种与郁达夫人
文精神相关的活动。但郁达夫中学的校训一直在
漫长的酝酿过程中悬而未决。
校训的最后确立不得不提到一位重要的人
物，
他就是黄源老先生。
黄源出生于 1906 年，浙江海盐人。师从丰子
恺、朱光潜等，早年与鲁迅、茅盾、巴金、陈毅等结
下了深情厚谊，是鲁迅身边最亲密的弟子之一。
二十年代后期，黄源先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
从事编辑由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创办的《文学》
《译
文》等进步文学刊物，成为左翼文化的一个重要阵
地。之后，他陆续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生平及作
品》
《屠格涅夫代表作》
《高尔基代表作》等 10 多部
作品。由他主持改编的昆曲《十五贯》，得到了“一
部戏救活 1 个剧种”的美名。

让爱开出美丽的花朵

了给他们送食物而被日本人给杀害了。不少在这
里住过的犹太人，
都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一边听着导游的讲解，一边往前走。街道两
边，大多是一些回收钱币的小店。导游说，这里的
店全是一些和多伦路的历史或文化有关系的，这
里从来没有一家时装店。我们往四周看，果然如
此。
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一幅大壁画旁。那
里画的大多是一些文人墨客，有鲁迅、郭沫若、叶
圣陶等人，
十分传神。
晚上睡觉前，我似乎还能聆听到多伦路曾经
激荡文坛的震耳惊雷，仿佛还能感受到这里曾经
强劲跳动的“民族魂”脉搏，还能呼吸到这里厚积
薄发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沁人气息。
这一天，
跟着凌大记者，
我们学到了很多。

陈谱 富春二小 五（3）班
烈日当空，却阻挡不了我们探求大自然神秘
的欲望。那一天，我和文学社团的小朋友来到了
群峦叠翠的常绿石梯。
沿着那弯弯曲曲、碎石遍布的山间小道往上
走，我们不时地看看对面那怪石嶙峋的山谷，那里
的巨石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配上两旁那枝繁叶茂
的竹树，颇有一点儿“夏山苍翠而如滴”的味道。
突然，一块巨石矗立在我们眼前。它的块头真是
大极了，像一个超级大陀螺，难道是罗尔德.达尔
笔下的巨人遗失的；又像一块巨型屏障，似乎里面
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吸引着我们迫不及待地
去探索。这块巨石之大，我想要是在上面坐 300
个人，
大概也不会觉得拥挤。
继续往上走，是一片葱郁的竹林。枝叶十分
茂盛，几乎布满了天空，只投下一丝细碎的日影。
蝉在树上叫着，散发出“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的密林色彩。
正当我们欢欣雀跃地在竹林间穿梭时，
“同学
们，我们来这边，每人选择一块石头坐下来，听周
老师为我们介绍石梯的历史。”这时，孙老师招呼
我们来到了一条干涸的小溪中，这里的石头已经
被太阳晒得都裸露在外面，看不见一滴水，仿佛这
里从来就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片石头滩。我从
一大堆石头中挑了一块没有青苔，中等大小的石
头坐了下来，等待着周老师精彩的讲课。同学们
也兴奋地纷纷找到自己心仪的石头坐下来。他们
有的用手托着脑袋，一幅期待的样子；有的互相议
论，猜测周老师会讲什么内容；还有的拿出本子准
备做笔记……
周老师网名月半，他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穿
着一件条纹衬衫，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有学问的样
子。据说他是一名资深驴友，对常绿石梯古道特
别熟悉，今天是特别邀请来为我们讲解的。周老
师说，石梯就是石头做的梯子的意思，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人们都是通过小溪下又陡又峭石头台
阶上下的，
“石梯”因此得名。
“哦，原来如此！”我们
恍然大悟。接着，周老师又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关
于石梯的历史和传说……
经过了一个上午的探寻，我们收获了不少知
识。而对常绿石梯的印象，将永远留在我们每一
个人的心里。
美哉，
常绿石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