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如明灯，带领后辈不断拨开科学迷雾

手术、 讲课、 科研、 义诊……中国

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专家张志愿教授

的行程总是满到不能再满。 始终扎根医

教研一线， 解决患者疾苦， 不敢有丝毫

松懈 ！ 这正是他从恩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终身教授邱蔚六身上学到的。

今年的教师节对这对医学界明星师

徒来说意义非凡。 邱蔚六荣获 “上海市

教育功臣 ” 称号 ， 张志愿荣获上海市

“四有” 好教师 （教书育人楷模） 称号，

师徒双双得奖， 堪称佳话。

“鹤发银丝映日月， 丹心热血沃新

花 。 小鸟展翅循大鸟 ， 学生成才遵恩

师。” 张志愿如此忆恩师。

邱蔚六是我国口腔颌面外科、 头颈

肿瘤外科、 口腔颌面修复重建外科的创

建者和开拓者之一， 培养硕士生、 博士

生和博士后等逾 200 人 ， 人称 “邱家

军”。 众多弟子中， 张志愿应该是他最

得意的门生之一。 张志愿只晚他 14 年

便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也是口腔医

学界继邱蔚六之后的第二位院士。

张志愿难忘第一次与老师的相遇。

那是 1974 年， 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口

腔系二年级学生张志愿作为学习委员，

参与全国统编教材 《口腔颌面外科学》

编写座谈会。 “当时只有 42 岁的邱老

师在中国口腔医学界已是大名鼎鼎， 可

他年轻有为而不骄矜， 学识渊博， 思路

敏捷 ， 让我体味到什么是人格魅力 。”

张志愿暗下决心 ， 将来一定要师从邱

蔚六。

功夫不负有心人 。 1986 年张志愿

顺利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两年后

又提前攻读博士， 终于真正成为了邱蔚

六的学生。

邱蔚六培养学生有两句话： 一是指路

子， 指明发展方向； 二是压担子， 经受锻

炼和磨砺。 “作为邱老师的学生， 我们从

他那里学到了做学问的技术和科研思路，

更重要的是对做学问的激情、 钻研精神和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科始终站在世界前沿

的使命感 、 责任感 、 紧迫感和光荣感 。”

张志愿说。

张志愿的记忆里始终难忘这样一幅画

面： 病床上的邱蔚六老师身上插着六根管

子， 汗珠不停地从额头滴下， 目光却聚焦

在手中捧着的学生论文手稿上。 这是身患

急性胰腺炎、 病情稍微稳定的邱老师正在

为学生逐字逐句修改毕业论文， 这也是大

病未愈 、 身体非常虚弱 、 发着 39?高烧

的邱老师。

“我既心疼老师， 又被老师的精神感

动。 ”张志愿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能涌现

出张涤生、邱蔚六、戴尅戎等多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他们的人格魅力、治学态度、精神

风貌无不影响着后辈的每一步， 这些医学

界的大师犹如一盏盏明灯， 带领后辈不断

攀登医学高峰，拨开科学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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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吴坚 （复旦大学附属

中学校长）

“复旦附中语文组是个神奇的
地方， ‘盛产’ 特级教师， 正是著
名特级教师过传忠、 卢元、 张大文
这些领路人的引领， 让我领悟到当
一名教师的乐趣。”

“每一位名师对教学不断的孜孜以

求， 在年轻的教师中不断传承， 带来的

终究是学生的幸福， 这也是好老师和好

学校的根本之所在。” 刚刚评上特级校

长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坚如此表

达对好老师的理解 。 从教已经 30 年 ，

他说最难忘的却是自己教师职业路上的

领路人———复旦附中语文教学组的那些

前辈。

复旦附中语文组是个神奇的地方，

“盛产” 特级教师。 “曾经的著名特级

教师过传忠、 卢元、 张大文， 他们在我

的从教路上给了我巨大的影响， 让我深

切地感受到， 一位热爱自己职业的教师

可以对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

坚说， “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只是因为

喜欢，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领路人在我的

职业路上作引领， 也许我很难领悟当一

名教师的乐趣， 甚至很难坚持下来。”

30 年前 ， 他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选择到复旦附中当中学语文老

师 ， 他的同学中选择当老师的寥寥无

几。 而第一次到复旦附中报到时， 他更

是有些失落， 除了五角场周围零星的商

业配套， 周边全是农田。

吴坚入职复旦附中时， 著名的语文

特级教师过传忠已是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 恰好被分到和吴坚共同负责两个班

级。 “说是两个人共同负责两个班， 我

上课时他来听， 他上课时我来听， 但大

多数时候， 是为了把教学经验在不同的

课堂上不断验证。” 吴坚回忆起自己初

为教师的那段时间 ， “自我感觉很不

错 ， 觉得就中学语文那点东西 ， 太简

单。 什么默写词语、 背诵课文、 段落分

析， 全是小菜一碟。”

但是过传忠很快用他的教学让吴坚

发现， “教学是一个对自己所授学科不

断理解、 再创造的过程， 语文教学永远

都有提升的自由空间。 过传忠老师的课

每一次听， 都不一样， 都有升华， 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 不逊色于大学老师的授课。 他给年轻老

师带来的启示是， 永远有新意， 才是做老师的职业乐趣

之所在。”

同是复旦附中语文组的特级教师卢元是吴坚的另一

位领路人。 当时的卢元是语文教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私

塾出身的他， 对古文和古诗词烂熟于心， 他在退休返聘

后带着吴坚一起开出了全国唯一的中学古代文学选修

课。 “他的古文功底和文史素养， 在中学教育界可算是

少有的， 但是他却在退休后， 尝试没有开设过的选修

课， 接受学生的挑战。” 吴坚回忆说， “卢元老师用自

己的经历告诉我， 教师发展的瓶颈是自己的惰性， 如果

不能在教学中产生新的东西， 那么就会遭遇 ‘成长的烦

恼’， 甚至沦为一个教书匠。”

语文教学组的另一位奇人是张大文， 这位 80 多岁

仍然要上讲台给学生上课的老师， 在吴坚觉得自己已经

足够被称为一名好老师时， 又向他展示了课堂教学的新

魅力。 “张大文老师的课， 同样的内容哪怕上几十年，

也会根据不同的班级情况次次都不同。 语文教学不在于

那些段落分析之类的技巧， 而在于在阅读文本时， 能够

和作者的创作达成共鸣， 带领学生感受作者创作时的快

感， 这就是课堂教学的乐趣之所在。”

每一名年轻的教师要成长，除了创设好环境以外，还

需要有好的引路人。 “中学教师这个职业的可贵之处在

于，我们在学生最好的青春年华中，陪伴他们、影响他们。

这也是中学老师除了上课以外， 还必须对自己的职业有

追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的言行和追求也影响着

我们的学生。”吴坚说，“好学校说到底，就是要有好老师，

我希望能够为年轻老师创设好的成长环境， 让他们舒心

顺利的发展，这终究会给学生带来幸福。 ”

传承恩师“一切从儿童出发”教育理念

“用心洞察孩子 ， 用心接纳孩

子， 用心体会孩子”， 在思南路幼儿

园， 每一处教学环境的布置、 每一个

教学活动的设计， 无不从孩子们的需

求进行设计， 这也是吴闻蕾从教25年

来工作的动力和指引。 而在吴闻蕾心

中播下这颗学前教育种子的人， 正是

全国优秀教师、 上海市教育功臣、 上

海市特级园长、 思南路幼儿园原园长

郭宗莉。

今年的教师节， 身为思南路幼儿

园园长的吴闻蕾收获了又一个荣

誉———2018年上海市 “四有” 好教师

（教书育人楷模） 称号。 “在老师自

己的节日里 ， 特别想感恩自己的老

师。” 吴闻蕾与郭宗莉共事的16年间，

不仅传承了郭宗莉对 “儿童需要” 的

研究， 更是被郭宗莉一切从儿童的需

求出发的教育理念所打动。

吴闻蕾回忆起几件小事。 从师范院

校毕业后， 吴闻蕾成为了瑞金一路幼儿

园的一名幼师，彼时，郭宗莉正在这所幼

儿园当园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天，

吴闻蕾上班时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一字领

上衣， 孩子们的目光都被这件衣服吸引

了。 下班后，郭宗莉找吴闻蕾谈话，说：

“你穿了颜色如此鲜艳的衣服，孩子们的

关注点都在你的衣服上， 却没有将注意

力集中在活动和游戏材料中。”这让吴闻

蕾意识到， 幼师的专业精神体现在每一

个细节中，此后，这件玫红色的一字领衣

服永远藏在了她的衣柜里。

2000年， 吴闻蕾调入思南路幼儿园

任教 ， 郭宗莉也早已成为了这里的园

长。 每天清晨， 郭宗莉都会站在幼儿园

门口迎接小朋友， 每个孩子进园， 她都

会叫出孩子的名字。 从1995年开始， 郭

宗莉引领全园教师开展 “儿童需求” 相

关研究。 2011年， 郭宗莉带领思幼保健

团队首创 “儿童健康监测与干预研究平

台”， 成为保护儿童生命、 促进儿童健

康的科学依据。

“你们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每次

到幼儿园， 郭宗莉见到年轻教师总会这

样发问。 每次年轻教师提出疑惑， 她都

能迅速说出在哪本书中哪一章节有相关

知识的解读。 “郭老师就连走路都在心

里挂念着幼儿园和孩子， 这种为了孩子

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

习。” 如今， 思南路幼儿园在这对师徒

园长的引领下， 成为了学前教育领域的

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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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

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 上海市教育

功臣）

“罗小未老师不仅是同济大学
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的开创者，

也把治学的风范定格了下来。”

在同济大学的讲台上一站 ， 37 个

年头过去了 。 一头鹤发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郑时龄 ， 既是桃李满园的名师 ，

也是沪上知名建筑师 。 他的名字和上

海这座城市里的很多建筑 、 公共空间

紧密相关 。 郑时龄曾参与南浦大桥的

建筑设计 ， 主持设计了上海南京路步

行街 、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 上海复兴

高级中学 、 格致中学 、 外滩公共服务

中心等 50 多个项目， 还参与过上海大

剧院、 上海科技博物馆、 黄浦江两岸城

市设计等重大项目的策划、 评审和咨询

工作。

“一个人的一生， 总会遇到几位好

老师。 仔细回想起来， 我能有今天的成

绩， 和学生时代遇到的几位老师有很大

的关系。” 今年教师节前夕， 郑时龄被

授予 “上海市教育功臣” 称号。 说来也

巧， 在他获奖的当天， 正在接受记者采

访的时候 ， 他的手机响了 ， 电话那一

头 ， 是一位已经 90 多岁高龄的老人 。

郑时龄说， 这是他高中时的教导主任。

原来， 老人家从报纸上看到了郑时龄被

授予 “上海市教育功臣” 的消息， 专程

打电话来道贺。

“我当时在复兴中学读高中， 在人

生发展的关键阶段遇到了几位好老师，

他们都十分敬业 ， 把学生当作自己的

子女培养。” 郑时龄记得， 高三毕业前

夕填志愿时 ， 语文老师建议他报考中

文系 ， 因为他中文底子好 。 美术老师

认为他应考艺术类专业 ， 这样才不浪

费他高超的绘画功底 。 关键时刻 ， 数

学老师兼班主任的胡冠琼老师把郑时

龄叫了过去 ， 师生俩很认真地讨论了

一番 ， 最后建议他报考建筑系 ， 这样

就同时满足了他语文 、 数学 、 美术学

科都好的特点。

如愿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 ，

郑时龄于 1981 年留校任教 。 在郑时

龄历年为学生开设的多门专业课程

中 ， 影响最大 、 最具代表性的一门

要数建筑评论课 。 这门首次开设于 1992 年的专业

课 ， 是郑时龄当时为建筑系的本科生讲授的 ， 也是

全国院校同类型专业中开设的第一门建筑评论类专

业课 。

“当初之所以开这门课， 是受我的博士生导师罗小

未先生的影响。” 郑时龄说， 早在他本科三年级时就听

过罗小未的一门课， 专门讲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罗先生

的旁征博引， 令他受益匪浅。 后来， 他跟随罗小未读

博， 更是耳濡目染， 意识到建筑学不仅仅是要会 “画建

筑图纸”， 还要懂得建筑的历史， 对于 “什么建筑是好

的” 要有明确的判断和鉴赏能力。

上世纪 90 年代初， 有感于国内高校建筑系的授课

总体偏重于专业技术讲授， 郑时龄在当时没有教材和

现成参考素材的情况下， 推出了一门全新的 、 涉及内

容和结构都极为庞杂的建筑评论课。 他一边收集材料、

一边开展教学， 并于 9 年之后整理出版了专著 《建筑

批评学 》， 创新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建筑评论的系统方

法。 “历史、 理论、 评论， 这在建筑理论教学中应该

是三位一体的， 我们应当给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 郑

时龄说。

今年教师节前夕， 郑时龄专程去看望了罗小未老

师， 请她和她的丈夫李德华先生一起， 为一幢 1947 年

建造的文物建筑的修复作鉴定。

“已经 90 多岁的罗先生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工作

态度依然严谨， 和过去一模一样。” 郑时龄颇有感触地

说， 罗小未先生不仅是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教研室

的开创者， 也把治学的风范定格了下来。 “在我们这个

教研室， 一代代的年轻人在接棒， 但这种严谨的学风没

有变。” 而这， 就是师道传承的力量。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位好老师”

新获殊荣的上海市教育功臣、教书育人楷模、特级校长等
讲述“生命中难忘的恩师”，分享“师道传承的力量”

老师传秘诀：关注情感需求和教学细节

在微信朋友圈里， 黄浦区卢湾一

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总是十分活

跃———每天， 她都会晒出孩子们在学

校里的精彩表演， 并送上鼓励； 有教

职工过生日， 她总是掐准零点， 在朋

友圈里为他们送上祝福……关注教师

和孩子们的情感需求， 抓住每一个教

学细节是她一贯的工作作风， 也是卢

湾一中心小学不断向前发展的秘诀。

在第 34 个教师节来临之前， 吴

蓉瑾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校长， 自己的

教育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 她特别想

感谢的 ， 是恩师程华校长 ， 这位 56

岁才从区教研室主任踏上小学校长岗

位的 “传奇人物”， 在基础教育领域

中的锐意进取， 手把手地教会了吴蓉

瑾如何从一个一线教师到一个学校管

理者。

程华总说， 作为教育人， 不能因

为职务的变动 ， 工作的忙碌而忽略教

学， “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不能丢。”

所以即使再忙碌， 吴蓉瑾依旧坚守课堂

教学主阵地， 每年仍然带一个班级的语

文课。 “始终没有脱离第一线让我准确

把握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实践方向， 让我

更深地体会到一线教职工的辛劳， 同时

也在学校整个管理体制的调整中不断思

考， 渐渐地完成了从一名教师到教学管

理者的转变。”

工作中， 程华特别看重细节， 他喜

欢巡视校园， 细致到哪个楼梯上引导路

线的小脚丫贴纸破损了都会关注。 每次

上学前恰逢有雨， 他会叮嘱老师们早早

备好干毛巾， 准备更换的衣物。 这种注

重细节的精神传递给了吴蓉瑾， 如今，

卢湾一中心小学每个教研组都进行微技

能研究， 有不少教师在这样研究中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课程。 “从细微处入

手， 把工作做实、 做细， 才能不断提高

工作效率。”

在每一个学校发展的阶段， 程华都

会提醒吴蓉瑾关注教工的六大需求， 即

需要报酬、 休息、 荣誉、 民主、 公平、

疏导。 “只有全体教职工同心协力， 甘

苦与共才能迈过一道道坎。” 于是， 吴

蓉瑾在学校里设立 “30、 40、 50” 不同

年龄层次教师的培训， 通过人文素养读

书计划、 师德修养服务计划、 课堂教学

改进计划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情感是

促进教师发展的动力源， 和谐校园氛围

的润滑剂。” 在吴蓉瑾的关怀下， 卢湾

一中心小学就像一个大家庭， 陪伴着孩

子们不断成长。

图①：郑时龄（右二）和老师罗

小未（左一）。

图②：吴坚和老师卢元（右）。

图③： 张志愿和老师邱蔚六

（左）。

图④： 吴闻蕾和老师郭宗莉

（右）。

图⑤ ： 吴蓉瑾和老师程华

（右）。 （均受访者供图）

①

②

③

④
⑤

编者按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人是永生难

忘的，其中一定有一位甚至几位老师。 对老

师的回忆最温暖，越久远越动人，最动人的就是良好的师德

师风，让我们终身受益。

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一批上海教师中的杰出代表获

得表彰。 无论是新当选的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四有”好

教师（教书育人楷模），还是新获批上海市特级校长殊荣的中

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回忆自己教书

育人职业生涯之时，都会想起自己的老师。

今日沪上的一批名师、名校长究竟是如何长成的？ 好的

老师在于能够点亮学生心中的灯，那么，在这些名师、名校长

的成长过程中，又是谁为他们指明了前方的路？ 本报记者日

前走访了今年新获殊荣的多位优秀教师代表。 名师话名师，

正是师道传承，让这座城市的教育土壤越来越肥沃。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本报记者 姜澎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讲述人： 张志愿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专家， 上海市

“四有” 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

“邱蔚六老师培养学生有两句
话： 一是指路子， 指明发展方向；

二是压担子， 经受锻炼和磨砺。”

讲述人：吴闻蕾 （上海市思南

路幼儿园园长，上海市“四有”好教

师 ［教书育人楷模］）

“郭宗莉老师就连走路都在心
里挂念着幼儿园和孩子， 这种为了
孩子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值得我们
永远学习。 ”

■本报记者 张鹏
讲述人： 吴蓉瑾 （黄浦区卢湾

一中心小学校长）

“程华老师特别看重细节 ，

喜欢巡视校园 ， 细致到哪个楼梯
上引导路线的小脚丫贴纸破损了都
会关注。”

■本报记者 张鹏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