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静的树
即使是冬季，曦园也是满目的绿，这就显出了南方的好。

建筑边的这棵无名树在冬天的清冷中绽放出饱满的艳，

安然挺立，正如歌词“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

些孤独。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曦园有无数这样安静的

树，和无数安静地追逐知识和真理的师生。

摄/徐乐晴 文/傅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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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内容极其丰富，

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中华民

族百年来的奋斗历程，更给我

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宝

库，构成思政教育的一篇篇精

彩华章。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的学

生即使学习成绩再好、学术水

平再高，也将缺失社会主义接

班人的灵魂。科学无国界，科

学家有祖国。缺此灵魂，追求

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追求个

人的最佳坐标点，必将迷失方

向。坚持为国为民奉献青春，

必使青春闪耀灿烂的光芒。

思政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每一位教师都是思政教育

的践行者，必须以身表率，坚定

地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上。课堂上下，校内校外，都应

把自己视为复旦大学以及中国

社会主义高等学府的代言人和

形象大使，负有光荣的使命。

严谨治学、尊重科学、尊重受教

育者、循循善诱润物无声，极为

重要。我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场

合，在班车上，在食堂里，与熟

悉的不熟悉的同学、与本专业

的非本专业的同学交流沟通，

结交许多忘年交。与他们探讨

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

利益的关系，鼓励他们不仅要

有“爱一行专一行”的追求，还

要有“专一行爱一行”的螺丝钉

精神，从而传递和宣扬“为人民

服务”和“实事求是”的真谛，为

思政教育作出点滴贡献。

我多年为大一学生授课，

第一堂课就为同学们赠言：“愚

师引入门，攀登靠勤奋。佳绩

慰父母，贡献报国人。”借以告

诫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理

念。微电子学科的内容，包含

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原

理，通过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引

导同学们学会辩证思维独立思

考。你在座位上，我在讲台上，

相互尊重，教学相长。通常教

师向同学发问“你听懂了吗？”，

其潜台词是“我讲得很清楚，你

听不懂，表示你有点笨。”这是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发问，其实

隐含了对学生的不尊重。我们

的学生都是各中学培养的佼佼

者，只要教师把问题讲清楚，他

们是一定能够听懂理解的。如

果改为“我讲清楚了吗？”不仅

表示了师生平等，也有利于激

发和培养同学们敢于质疑教育

者和挑战权威的创造性思维能

力，成为具有开放思想敢于攀

登的新人。

专业教育任重道远，每一

位教师都应该不

断提升对课程内

涵的理解，培养

自己提高课程教

学的艺术。精益

求精，不断修改

和提高教案的质

量。基础理论和

应用理论研究的

深厚积淀，是科

技发展得以大踏

步前进的必要基

石。大学的专业

设置、培养计划、

教育大纲以及每

门课程的设计和

实践，无一不是

必须适应社会和

科技发展和本国

国情的需要。通

过学习某个专业的完整的科学

知识体系，培养学生掌握扎实

的科学知识基础和运用科学的

辩证方法，才能提升学习知识、

应用知识、以及学习学习的能

力，从而具备独立思考、敢于赶

超先进以及运用唯物辩证法追

求真理的思维能力。

复旦大学学科众多，各院

系教师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工作

量不尽相同，师生的人数比例、

教师与课程总量比例的差异也

不小，应该实施精准的教学政

策，一院一策甚至一课一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必

要认真研究很多新的教学技术

和 方 法 ，合 理 有 效 地 加 以 采

纳。今年我通过网课直播，体

会到不能进行互动教学是一个

缺憾。在课堂上，我会直视学

生，从而获知同学们是否认真

听课，同学们是否跟上讲课进

度，并发现自己的问题。其次

是我非常关注问答的细节，同

学们通常以一些关键词作答，

这是多年应试教育以来学生习

惯了选择题填空题的缘故。我

会告诫同学们必须把知其所以

然完整地表达出来。不论回答

是否正确，我不会马上给出结

论，而是引导同学开展讨论，这

是加深课程理解和培养逻辑思

维能力的好办法。

尊重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

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教学方针

和机制，不断组建一支优秀的

践行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师

资队伍，才能不负党和国家的

重托，出色地完成教书育人的

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培养出“志远履实，砥砺攀

登。心系中华，自强不息”的优

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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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谈教书育人

友人常说，钟扬老师为人豪

爽又低调，在世界屋脊盘点植物

家底虽已有十六年，过世前却往

往不为人所知。2014年起，他逐

渐进入了媒体视野。而那几年，

钟扬的生活也发生了几多改变

——因突发脑中风被送往长海

医院抢救，直到醒来后医生提

醒，不能饮酒，一年内不能再去

西藏。然而，“戒”得了酒，西藏

却是“戒”不下的。

2014 年 7 月，彼时的我刚刚

结束大一，看到社团的支教招募

信息便由着心性立刻报了名。

那是一辆48小时的绿皮火车，跨

越 5600 米的唐古拉山口进入拉

萨，由大巴车中转到山南地区，

兜兜转转再沿着雅鲁藏布江的

崖壁去往乡里。在那个叫做西

藏山南加查县冷达乡第一小学

的地方，我们待了一个月，与孩

子们同吃同住，包揽了除去藏文

外的所有课程。那是所有故事

的缘起，“西藏”和“公益”也从那

时起，悄然为我种下了一颗种

子。

2016年2月12日，文汇报头

版头条刊发《复旦大学钟扬教授

10 年破解红树北移难题,备上一

份“生态厚礼”送给后人：为 50

年后的上海栽下美丽海岸线》。

研究红树分子进化超过20年，坚

持 11 年远赴各地考察红树林引

进工作，这个低调的“藏族大汉”

长了年龄，多了皱纹，添了阅历

和荣誉，却从未曾改变初心。

2017 年 7 月，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尼木县初级中学，我的第五

次支教。从大一的西藏冷达乡，

到大二的云南曼歧、内蒙古西乌

旗，大三的云南团田，故事转眼

间已经写了这么长。每一群孩

子都不相同，我却一次比一次更

多虑，更担心所谓的新世界成为

横在他们面前唯一、被视为正确

的出路。于是我们开始增设民

族 文 化 保 护 课 程 ，开 始 联 络

NGO提供专业儿童性教育课程

材料，开始有意识地为各年级进

行职业普及引导与“梦想卡”收

集。看着孩子们的稚嫩而朴素

的梦想在眼前发光，“张老师”的

称呼突然有了温暖的实感，也开

始重新理解生活中遇见的师者

仁心。

2017年9月25日，钟扬意外

逝世。这位科学家、教育家、恩

师、挚友、红树林的培育者、拥抱

青藏高原的大地之子就这样离

开了大家。有幸曾参与钟扬纪

念活动的采访写作工作，无论是

生命科学学院一张张叠着纸鹤

的静默现场，还是光华大道黑白

条幅旁驻足哀悼的师生，或是挚

友对他的怀念与追思，都道不尽

他这一生，也远非利在千秋四字

可以形容。

2018 年 1 月，我再次回到了

云南省团田乡，这个曾经支教过

两次的地方。只不过这次不再

以“张老师”的身份，而是尘肺病

人救助志愿者。乡间公路边零

星散布着露天小石厂和尚未卖

出的坟石，那也是尘肺叔叔们在

没有口罩没有任何粉尘防护设

备的条件下，工作了二三十年的

地方。车行不远就是龙陵县人

民医院，来自团田的尘肺病人从

十余年前开始奔向那里，从少年

到老年，从工人到病人，始于石

又终于石。我开始扩展公益的

深度与外延，带来了尘肺专职救

助NGO的登记手册与防粉尘口

罩，带走了 88 份病人档案和 48

份助学表格——每一颗教育和

公益种下的种子都在生根发芽，

而这片土地从此不再与我无关。

如今钟扬老师逝世已有两

年，这也是我在公益之路上行走

的第六年。一年里，钟扬被追授

“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复旦师生细致采访精

心剪辑的《寻找钟扬》纪录片首

发，他心心念念的红树林正重启

引进之路，第三代幼苗已基本适

应上海冬天的低温，而他生前精

心写作的每一块上海自然博物

馆图文板也微笑着迎来一批批

求知若渴的孩子们。爱国奋斗

精神在这里延续，而追忆钟扬之

路，也正是“团结、服务、牺牲”之

复旦精神的描绘与践行。

有幸作为学生获奖者获得

首批“钟扬基金”，有惭愧，有追

念，是勉励，也更觉肩头重任，追

随前路步伐之不易。生命是时

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却仍想伸

手拽上一次，努力给予光热。第

一次支教到第五次支教，从儿童

性教育到尘肺病帮扶，从自闭症

儿童陪伴志愿者到博物馆导览，

每一次回望，心里总归多了安定

踏实。总有一批人，会将未竟之

事一路传承。

曾采访过一位钟扬老师的

挚友。结识多年，他曾在特意写

了幅字送给钟扬，引的是韩愈的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

或许这也正是钟扬老师一

生的见证。与雪域高原结缘，

与植物和种子相伴终生。秋去

冬来，等到明年再暖，无数颗种

子生根发芽，也将又是一个春

天。

春天，四千万颗种子全都发芽
张鹤仪（2018年钟扬教授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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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为魂，专业教育为本，这是复旦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名校的指导思想。思政教育为魂，

是教育和引导学生执有为国为民奋斗的信念。专

业教育为本，是教育和引导学生掌握先进的现代

科学技术的本领为国为民作贡献。两者缺一不

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救国、建国、报国、强国”

的复旦基因，是我们践行教书育人的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