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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程、陈席元

学校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办学，学生能自由选择“兴趣班”，
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比城里差，名校主动拿出资源带动“弱
校”快速成长……近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持续推动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让义务教育从过去的“好上学”向“上好学”转变，家长
少为孩子上学发愁，越来越多的孩子能享受到个性化教育。

特色化办学 助力学生个性化成长

在常州湖塘桥实验小学，学生们每天除了在文化课前进
行体育锻炼外，都有一节健身体育课。“过去体育课总被认为
是副课。我们实施多样化体育课程，让学生们都动起来，同学
们在体能、意志品质、比赛成绩等方面进步明显，学校的测试
成绩比实施前提高了 4 个百分点。”校长吕荣法说。

常州自古崇文重教，近年来更是将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公平与质量是一个整体。”常州市
教育局局长杭永宝认为，“我们衡量教育质量好不好，关键看
它是否公平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上好学”首先要有好学校，常州注重发挥学校的主阵地
作用，把教育主动权放给学校，连续 16 年开展“学校主动发
展”工程，连续 13 年进行“优质学校”创建，鼓励学校根据自身
特点开展特色化办学，为不同特质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

“我校的目标是培养‘未来世界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并
通过课程实施来实现育人目标。”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校长曹慧
说，为了满足不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学校会开设形式多样
的活动课程，让学生根据兴趣和特长自主选择，有相同兴趣爱
好的学生也可以自发组建社团。

“兴趣活动给了我们学以致用的机会，让我们能自己发掘
自己的长处。”常外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的沈子傲说。走进常
外校园，小“极客”们在实验室里捣鼓着机器人，小交响乐团在
艺术楼里演奏着进行曲，小运动员们在操场上比拼着球
技……活动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阳光与自信。

学校自发的特色办学成果，也成为带动常州全市教育质
量提升的助推剂。

常州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王岚带领团队编写“数学阅
读系列绘本”，把数学知识融入故事当中，不仅受到本校师
生欢迎，更被复制推广到多所学校；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
集团依托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形成融生命、艺术、科学、
社会为一体的综合学习活动，将“儿童成长节律”课程推广
到集团内多个学校……

集团化办学 好学校亦可复制

走进采菱小学新校舍，宽敞明亮的教室和智能化的教
学设备令人印象深刻，一大批外来务工者子女在这里学习
成长。“我校原处于城乡接合部，基础设施较薄弱，自加入马
杭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来，学校教学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采菱小学校长袁晓红说。

袁校长所说的集团化办学，是常州推进教育优质公平
的重要举措。常州提出通过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核心校
办分校、优质校带薄弱校等方式组建教育集团，开展城乡结
对共进活动，发挥优势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快速拉近
区域之间、强校与弱校间的差距。

“这不是简单地把学校‘捆’到一起。”杭永宝说，常州实
行“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育教学、评价考核”一体化，抓住
编制、经费、绩效等“七寸”，倒逼名校下“真功夫”，带动集团
内学校共同发展，把名校“复制”到老百姓家门口。

2010 年成立的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先后吸纳新北区
龙城小学、天宁区中山路小学、华润小学等成员单位。近 3
年来，局前街小学通过教师互通、研训联合等办法，向集团
内学校累计派出骨干教师 81 人次，以实打实的交流力度提
升教师队伍水平。

“我和集团内的年长老师结对，学到很多实用的教学本
领。”青年教师花琳一开始在局小集团凤凰校区工作，短短
几年就成长为中山路校区语文教研组组长。

集团化办学不仅带来了学校软硬件实力的提升，更给
农村孩子带去了开阔视野、丰富见识的机会。地处城乡接合
部的周家巷小学 2017 年纳入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这两
年来，外国专家来了，读书节来了……学校师生普遍感到校

园生活焕然一新。
目前，常州已形成集团化办学核心校 106 所、成员校

315 所，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覆盖率 66 . 86%，惠及上万个
家庭。

竞争上岗 好制度“量产”好教师

不久前，第二批“龙城十佳教师”“龙城十佳乡村教师”
“龙城十佳班主任”“龙城十佳校长”等评选出炉，五十位获
奖老师可享受由常州市组织的教育培训等特殊待遇。“过去
教师都靠校内‘传帮带’，现在有机会走出校门与先进交流。”
此次获奖的常州市邹区实验小学校长蒋玉琴说。
教师是优质教育的核心资源，也是评判一个学校教学

质量高不高的重要标准。曾几何时，常州老师的晋升也多
是论资排辈，不少“好苗子”被埋没。近年来，常州注重
制度建设，让好老师“比出来”“带出来”“长出来”。

一方面，常州推进“员额制”管理办法，实施财务管理、
岗位创新和集约管理、普职教师融通使用、离(退)岗人力资
源盘活等十大改革项目，保证教师待遇，稳定队伍。另一方
面，常州打破传统“熬资历”评价体系，畅通名师成长通道，
让“有为者有位”。

武进区率先开展“区管校聘”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全区
教师从“学校人”转变为“系统人”，同时探索全员岗位竞聘
工作，实现“岗位能上能下，待遇有升有降”。

“新办法刚出来的时候，有些老师不理解。但一段时间
下来，教师的紧迫感和积极性明显增强，教学水平大幅提
升，不少青年老师脱颖而出，家长对此非常支持。”武进区教
育局副局长万琴凤告诉记者，去年，这个区有 116 名中小学
教师实现校内转岗。

教师主动成长，为常州教育注入新活力。目前，常州市
教育现代化建设处于江苏领先水平，多项指标已达到或接
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18 年，常州优质学校比例达 86%
以上，在优质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达 91% 以上。今年，常州
计划新增市特级、高级和骨干校长共 75 人，新增市教坛新
秀、教学能手和特级教师后备人才共 550 名。

学生能自由选择兴趣班，农村教学质量不比城里差，名校出资源带“弱校”

常州：让义务教育从“好上学”到“上好学”

本报记者袁全、贾钊

为排解烦恼，有人会大快朵
颐，有人会通宵玩电游，还有人会
选择看“小林漫画”。

漫画的作者是 45 岁的林帝
浣。学医出身的他没有当医生，却
以画笔“行医”，去治愈现代人的
焦虑不安。

小林画的是水墨漫画。他用
毛笔在宣纸上寥寥勾勒出一个人物或者场景，然后在画的下面
歪歪扭扭地写上一两句话，多以自嘲的口吻讲述当下人们的生
活现实。有囧境：减肥失败、表白被拒。有温情：游子回乡、师生告
别。有社交规则，也有人生箴言。

比如，他描绘一位头发稀疏的中年人在健身，并言“人生秃
如其来，体重无福消瘦”；他用一张“俏女郎”和一张“追娃跑”的
对比图画形容职场母亲，“生娃前每天随便浪，生娃后每天像打
仗”。

从 2017 年开始，林帝浣就在微信公号“小林”上发表自己的
漫画作品，累计已有 500余条。他的漫画迅速风靡微信朋友圈，
几乎每天的推送都有“10 万+”的阅读量，至今已收获拥趸百万。

有人说看小林漫画就像在“照镜子”：他用三言两语道出了
人们心中想说又说不出的生活感悟，画出了这个时代你我皆有
的“通病”：对身材、美貌的执着追求，迅速产生又消失的爱情，
“朋友圈”的攀比，很“丧”很消极的情绪，蔓延的戾气，知识的恐
慌，快节奏生活的单调……

他画一个女孩被琳琅满目的化妆瓶包围，却道“世上最好的
化妆品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他在一次分享会中说，2018 年一辆
重庆公交司机因与一位女乘客发生争执而导致公交车失控坠
江，十几名乘客遇难。他由此创作了一幅漫画，“平和的你，才最
美丽”，以此劝慰大家收起戾气，宽以待人。

他道出了大多数人抑郁的“病因”——— 追求的不是幸福，而
是比别人幸福。他也用“漫画”的方式告诉了你“药方”：用萌化解
苦恼。

“萌不是单纯或者天真，而是世事洞明之后依旧以童心来对
抗乏味的世界。”小林说。

他新书《人间治愈术》的责任编辑张霓如此评价小林漫画的
流行：“当人们通过漫画看到那些有点窘迫又有点好笑的形象
时，仿佛自己的心声被表达出来了，这时候负能量也就通过笑转

化成正能量了，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治愈。”

在水墨中找乐趣

体态圆润，略带卷发，总背着单肩包的林帝浣在现实生活
中并非是你想象的飘飘欲仙，可以将一切置之度外的“大师”。
他说自己也因职业生计奔波，为家庭琐事烦恼。而画漫画恰是
自己排解的一种方法，没想到却治愈了众生。

小林说自己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个人经历，旅行见闻，还有
广泛的阅读。

比如看到地铁上比比皆是的“低头族”，他就编写了一条：
“地铁上一位气质忧郁的男生凝视漆黑的车窗——— 他一定是
手机没电了！”再比如他画了一幅妈妈为孩子擦药的漫画，源
自他小时候看到邻居小孩与人打架，一脸不服输的样子，但回
到家中因母亲问了一句疼不疼，便泪如泉涌。于是小林就写下
“忍住的眼泪抵不住一句安慰”。

他画的“最后一课”，还成为今年高考全国卷的作文题。画
中老师背着手站在同学们的课桌前，说“你们看看题，我看看
你们。”这场景恰恰来自他高中毕业前的一堂英语课。

小林在微信公号上分享的漫画，都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完
成，然后扫描成图片。他不喜欢用电脑或者手机软件绘画，尽
管这样会让创作省时省力。

“电脑绘画可以精确控制，画错可以撤销，做到完美无瑕，
但完美无瑕是冰冷的。用毛笔手绘在宣纸上，一笔一画，不可
复制，不可撤销，却带着作者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别有韵味，反
而能带来快感。”小林说。

“要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然后遇见更好的自己。”
小林对水墨的喜爱始于童年。他出生在广东镇江的村庄

里，是家中的独子，还有姐妹三人。他从小喜欢临摹书法、国

画，看祠堂里老人写字。
因为家里条件艰苦，没有钱买书，他就到废品收购站淘旧

书杂志，或者去图书馆，把如何调色着墨的技巧抄在笔记本
上。

小林小时候喜欢模仿蔡志忠的漫画《庄子说》，几乎把书
中每一幅画都临摹了一遍。他说直到现在还能闭着眼睛画出
书中那个大光头小胡子的标志性形象。

他曾把自己的作品投给漫画杂志，但不断经历退稿。初二
那年，他的漫画第一次被《幽默大师》杂志刊登。他画了一只小
鸟在驾驶飞机，尽管寓意已然记不清楚，但当时兴奋的心情他
始终难忘。

“那种快乐是现在写完一本畅销书都不会有的。”小林说。
他的爱好起初并没有得到家里人支持。报考大学志愿时，

父亲坚持让他学医，因为“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总有医生一
口饭吃。”

他考入广州的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他没有从
医，而是选择留校做行政。彼时正值中国互联网兴起，小林开
始学编程，建网站，写游记，出摄影集，但最后“还是在水墨上
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2016 年，他所绘画的水墨画助力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成
功。他为唐诗宋词所作的国画被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用做
背景图，惊艳众人。从此小林声名鹊起。

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的一名老师。业余时间他还做
公益，为山区孩子捐资助学。

等一朵花开

但真正让他被熟知的还是漫画。
不仅在“朋友圈”，他的漫画被贴在地铁车厢，被制作成时

尚手机的特色主题，被开发成
了日历、画本、扑克牌，还印在
了雨伞、眼罩、咖啡包上，无处
不在。

今夏小林漫画也同丰子
恺、蔡志忠等名家作品一道入
选在日本多城举办的《从水墨
中来——— 中国动漫日本行》巡
展。

小林说自己并不会为流
量、名声所累，他画漫画的“初心”就是为了“好玩儿。”

他最喜爱的一幅作品名叫“等一朵花开”，画中一个光头
男子笑看一枝红花。他在画的下面写下“等一朵花开，需要很
多耐心和微笑。”小林说这张漫画虽然画得并不出奇，平平淡
淡，但却有广泛的适用情形，可比喻男女之情，也可寓意对事
业的追求，还可寄托父母对儿女的期盼。

这幅画恰恰道明了他的人生态度：“不急于见到结果，用
耐心或者漫长的积累去完成一件事。”

他甚至用无厘头式的幽默来“颠覆”那些你早已接受的思
想。比如，他画“不经历风雨，怎么迎接暴风雨”；“在哪里摔倒，
就在哪里躺下”；还有“少壮不努力，老大转锦鲤”。

可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诱导你虚度光阴，不求上进。相反，
他是在劝慰你放下名利的计较，专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小林说自己也曾执迷财富的积累，但最后发现所谓成功
的人生不是只有财富。“而是你能找到一个爱好，让你不顾功
利地沉迷下去，最后成为一个有趣味、有诗意的人。”

漫画或许真的有疗愈功能。
今年 1 月，小林的治愈系漫画受邀挂在了中山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走廊。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激励患者，也能给憔悴
的医务工作者增添力量。“愉快轻松的心态，坚强不拔的意志
是战胜病魔的武器。”小林在微信公号中写道。

3 月，他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聘为客座教授，并负
责筹建人文艺术治疗科，将艺术、哲学与心理学融合，探索像
肿瘤、心血管病等慢病医疗的新领域。

他说启发恰恰来自患有重症的读者，通过临摹他的漫画
对抗病魔带来的坏情绪。

当年小林的父亲也许想不到，儿子放弃了手术刀，却用水
墨之画练就了一套“治愈术”。他自己在水墨之中找到了乐趣，
也通过水墨漫画让抑郁的人们重展笑颜。

“等一朵花开，需要很多耐心和微笑”“你们看看题，我看看你们”“忍住的眼泪抵不住一句安慰”

小林漫画：映照心病的镜子，治愈人心的药方

新华社上海 9 月 16 日电(记者许
晓青、孙丽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
碧连天……”上世纪 80 年代，一部改
编自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的电影《城
南旧事》轰动一时，其充满诗意和音律
的摄制手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银幕上独树一帜。执导《城南旧事》等
经典电影的著名导演吴贻弓近日在上
海辞世，中国文学艺术界、电影界为之
扼腕痛惜。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之
一，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城南旧
事》《阙里人家》等长期以来为人津津
乐道，堪称中国电影长河中的里程碑。

用电影“写诗”

上世纪 80 年代初，新中国的电影
事业百废待兴。当时，由吴永刚总导
演、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一举夺
得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多个奖项。吴
贻弓很谦虚，有人提到金鸡奖，他总
说：“我是个幸运儿。”

此后不久，吴贻弓遇到了接拍林
海音名作《城南旧事》的难得机会。林
海音笔下的京城往事饱含乡愁，细腻
刻画了“英子”等一批鲜活人物。吴贻
弓在逼真还原原著风格的基础上，又
加入了个人对童年趣事的感悟。

“他简直就是在用电影‘写诗’。”上
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石川说。“吴导自求学之初，就受
到苏联电影风格影响，《城南旧事》是
历经十年浩劫的他，一次自我创作能
量的集中迸发。”

石川曾根据吴贻弓口述回忆推出
人物传记《流年未肯付东流》。他进一
步解读，电影《城南旧事》之所以成为
经典，它是林海音笔下的童年与吴贻
弓心中的童年，形成的一种和谐共鸣。

吴贻弓生前好友、远在北京的国
家一级导演江平说，吴导的电影里不
一定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却时刻流
露出平淡朴实的美，这都来自导演用
心灵去深入生活、挖掘生活。

“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

在吴贻弓的电影生涯中，影片好
比是他的“孩子”，同时还有一个“特别
重要的孩子”，那就是诞生于 1993 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从早期的两年一届，到后来一年一届，20 多年
间，电影节已成为中外电影展示、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电影节草
创时期，吴贻弓和同事们凭借对“国际电影节”的初步理解，努力探
索既国际化又兼具中国特色的办节模式。他曾回忆：“我倾注了全部
精力，那时不知有过多少不眠之夜！为申办、为经费、为程序奔波。”

对国际电影节的未来，吴贻弓充满豪情。他认为：“相信到第
20 届时一定会很好，到那时中国电影也一定会更好。”后来，在
2017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 20届回顾座谈会上，已是两鬓斑
白的吴老笑了。他说：“这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我们这
代人尽力了。”

探索广阔文艺天地

鲜有人知的是，吴贻弓不仅为银幕耕耘不辍，在舞台艺术和人
才培养方面也颇有建树。

1998 年至 2002 年间，吴贻弓与著名作曲家金复载合作，成功
将曹禺经典话剧《日出》改编成同名音乐剧。金复载回忆，吴导主动
提出了《日出》的选题，他自己编剧、写歌词，再导演，特别动情，写
下的都是金句，开了先河。

跟随吴贻弓排演音乐剧《日出》的包括后来成长为著名歌唱家
的廖昌永，还有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等。“直到现在，我们都很留恋
那时的排演，近年来音乐剧《日出》再次复排，并成为部分音乐院校
的教材，吴导对舞台艺术的贡献，让我时时感念。”金复载说。

斯人已逝，气度流芳。作家陈丹路深情回忆：“吴导的一句话，
鼓励了素昧平生的我。我那时还只是一名卡车司机，一口气写了
12 个电影剧本，并不是每个都能拍成电影。但他看到了，就说了鼓
励的话，影响我一生。”

为追念吴贻弓导演的艺术精神，上海电影集团近日宣布，将举
办“吴贻弓电影回顾展”，用电影的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电影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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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拍摄的

音乐会现场。当日，大型原

创交响乐作品《祖国畅想

曲》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

演。《祖国畅想曲》由于京

君作曲，浙江交响乐团演

出，分为《光辉历程》《绿水

青山》《民族团结》《走向未

来》4 个乐章。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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