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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边画·

据文旅中国报道，日前，“百歌百曲流百芳”系列演出在
北京海淀区文化馆剧场拉开帷幕。 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乐
曲，让群众们进一步了解革命先辈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弘扬
正能量、歌颂新生活，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永葆初心，砥砺前
行。第十届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活动之“百歌百曲流百芳”
系列演出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视听盛宴，极大地丰富了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百歌百曲流百芳”系列演出拉开帷幕

据人民网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中，坐落在北京
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 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近些年来，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旅游”作为体验式
文化教育与旅游跨界融合的新业态， 是文旅市场的新蓝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和旅游政策中心副主任翟向坤说，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教育理念的变化，人们希望孩
子到更广阔领域开阔眼界、学习知识，这为‘博物馆+旅游’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空间。 ”

“博物馆+旅游”驶入快车道

据新华网报道，“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正在故宫博
物院展出，这是时隔 70 年后，故宫与敦煌的再次聚首。 此次
展览分为“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3 个单元，展出
来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物及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共 188
件。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研究馆员、展览策划娄婕说，故宫
和敦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与文化，此次展览旨在邀请观
众通过多元途径看到其中饱含的深邃内涵： 中华文明的礼
仪、智慧、审美等，以霓裳美仪、妙音乐舞、匠心营建为缩影，
寻找根植于心的中华文化生命。

（谷雨 /文 冠贤 /图）

时隔 70年故宫与敦煌再相聚

据新华网报道，凭借两部主旋律影片《长津湖》和《我和
我的父辈》，2021 年国庆档实现了逆势爆发，总票房达到 43.8
亿元左右，接近 2019 年国庆档总票房纪录。 对此，业内人士
表示，《长津湖》成为爆款，《我和我的父辈》表现不俗，两部大
片彻底点燃了冷清已久的电影市场，这说明，优秀的主旋律
影片有着非凡的市场潜力。

主旋律电影撑起国庆档“一片天”

·藏者之乐·

··特别报道··

今年 10月 18 日是陶行知诞辰 130 周
年，与其渊源颇深的黄山市，将举办一系列
活动，纪念这位教育家———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徽墨之乡”的“辛亥革命纪念墨”

■ 江志伟

110 年前的辛亥革命， 结束了两千多年
的封建专制，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
的篇章。 黄山市是“中国徽墨之乡”，百年前，
当地曾出过几款“辛亥革命纪念墨”，其中有
两款墨由徽州休城胡开文特制的 “辛亥革命
纪念墨”，都制作于“中华民国元年”，分别为
“纪念墨”“宝藏墨”。

“纪念墨”的全称为“中华民国元年纪念
墨”，因其正面中间有阳文隶书的“纪念墨”三

字而得名。 “纪念墨”是长方形大锭，通体涂
金，墨长 21 厘米，宽 7 厘米，高 2.4 厘米。 其
正面刻有象征辛亥革命成功的五色旗， 中有
隶书“纪念墨”三字，下刻一首四言藏头诗 ：
“胡越一家，开我民国；文德武功，造此幸福”，
巧妙寓“胡开文造”于诗句的开头。 墨背面上
部绘就一将士手持斧钺脚踏祥云， 背后一轮
红日光芒四射的场面；下部以隶书写就“大汉
奋兴云龙凤虎，神人攸赞统一环宇”等字样。
墨的两侧分别刻印有“中华民国元年”和“安
徽休城胡开文按易水法制”等边款字样。该款

墨因特别纪念意义和诗、画、墨、工等多项超
群技艺和水准，一直颇受收藏家的青睐。

“宝藏墨”也称“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墨”，是
“纪念墨”的一款变种，因其墨的正面中间刻有
“宝藏墨”3 个刷金隶书大字而得名。 “宝藏墨”
墨长 22 厘米，宽 7 厘米，高 2.4 厘米，重 500
克左右，墨的正面上端为两面交叉的五色旗和
18 星旗，旗的上面刻金花一朵，下面有刷金旗
穗，钤一枚篆字刷金“苍珮室”印；墨的背面刻
着一首与“纪念墨”一样的四字藏头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钤印 “苍珮室”。

“苍珮室”是休城老店专用的斋堂款，原指的
是休宁胡开文所制的一款贡品名墨， 后用作
胡开文墨庄的别称， 这方印只能钤于老店所
产的墨，其它非老店的墨店是不允许使用的，
所以署有“苍珮室”款的墨品在所有胡开文制
的墨中，质量略胜一筹。

欣赏这两款辛亥革命纪念墨， 好些人都
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 当年的辛亥革命
后，为什么偏居一隅的胡开文墨店能在第一
时间设计制造出这几款纪念墨呢？ 这是有其
历史背景的，因为辛亥革命在徽州早已由许
承尧、黄宾虹 、陈去病 、余德民 、陶行知和程
家柽等诸多名流的活动而影响深远。 后来，
包括休宁在内的古徽州深受辛亥革命影响
所造成的如火如荼的态势，使得辛亥革命纪
念墨能够诞生在休宁胡开文墨店，而这些关
于徽墨的背景性的探究，则是收藏文化的高
层次赏析。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中，高度褒扬该校历史上的“新安旅行团”。
新安小学 1929 年由歙县人陶行知创办。 1935 年 10 月，该校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历时 17 年，行程 5 万余里，足迹遍及大半
个中国，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努力为争取抗战胜利、全国解放作贡献，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毕生投身教育，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的大众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做出
了开创性的贡献。 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为他题词“万世师表”。

领路平民教育：
向着农民“烧心香”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
放弃留美博士的优渥待遇，脱下西装穿草鞋，
毕生追求的一件事便是平民教育。

农村出身、学贯中西的陶行知选择教育，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在金陵大学写毕
业论文《共和精义》时，就把目光投向教育 ：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
与智之。 ”在留学回国轮船上，陶行知与同学
们说：“我的志愿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
机会。 ”

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有两亿文盲，有七
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陶行知说：
“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
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
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
国家就没有希望。 ”

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辞
掉月薪四百大洋的大学教授工作， 移居到南
京郊外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普通乡村， 带领
学生们一起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创办乡
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 陶行知对晓庄学校的
定位，不是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
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 他为此定下五条培养
目标：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
艺术的兴味、社会改造的精神和热心，希望从
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勤动手、勤动脑，懂
科学、爱艺术，有创造精神、愿意为人民服务。

陶行知常说 ：“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
志， 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
万的农民。”“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
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 我们必须有一个
‘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
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

“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 ”陶行知非
常重视从娃娃教育抓起，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
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认为，教
人要从小教起。 幼儿比如幼苗，培养得宜，方
能发芽滋长。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
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
宇宙， 洗荡于乾坤， 普及众生， 人人有得呼
吸。”这是陶行知孜孜以求的愿景。在武汉、在
重庆、在上海、在南京，陶行知为中国教育的
崛起一直在路上，有他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
育的希望。

倡行生活教育：
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融汇中西先进文化精华， 提倡新
教育，改革旧教育，批判旧学校的“读死书、死
读书”。留学归国后，他相继发表《生利主义之
职业教育》《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
文章， 率先指出生活与教育不能分离的相互
关系，最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后，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倡导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为全国教育
界所采用。这一字之差，尽显教学相长的理念
之变、主体之变。

“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
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在晓庄学校，陶行
知颠覆传统教育的固定模式，请木匠、捕蛇人
来做老师，让街头店铺、田间地头成了课堂，
创造了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在中国
教育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中 ，“生活即教
育”是本体论。 教育与生活是一致的，教育对
生活有能动性，是能够引起生活变化的“伟大
的力量”。

“社会即学校”是场地论。 整个社会的活
动都是教育范围，整个社会亦即教育之场所，
学校必须与社会相联系，与社会打成一片，将
“小众教育化为大众教育”。

“教学做合一”是方法论，既是生活法，也
是教育法。 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
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与学都以做
为中心，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

这种新教育理论主张 “一切所教所学所
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与老百姓站在
一条战线上，教人做工求知识管政治，给每个
人以同等的创造机会， 共同做国家的主人。
1932 年开始，陶行知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
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
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
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 ”“行动是老子， 知识是儿子， 创造是孙
子。 ”“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
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 从自由的生活
中得到真正的教育。”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
理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深刻揭示了教育本质的一般属性， 与我们社
会当下倡导的立德树人、素质教育、学生“双
减”等教育理念高度契合，具有普遍的教育哲
学意义。

坚守爱国情怀：
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出力。 ”“国家是
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青少年时期
的陶行知就立下了爱国报国的远大志向。

“我觉得凡是脚站在中国土地上，嘴吃中
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
应当爱中国。”这是陶行知对爱国主义最通俗
的解释，也是他对祖国最朴素的挚爱情感。

“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
紧的培植起，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
鞠躬尽瘁。”陶行知不仅把爱国之情融入毕生
追求的教育事业，还将报国之志装在心中、践
行在行动上。

早在大革命时期， 陶行知就开始接触中
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特别是
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 他始终站在人民立
场上，与共产党人同声相应、风雨同舟，主张
“救教育之生命”必先“救民族之生命”，强调
把生活教育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密切结
合起来。周恩来称赞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
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
瞄准。”陶行知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献身
教育，矢志不渝，以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
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陶行知这首著名的
爱国诗《中国人》，深切表达了他对祖国所怀
有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值得告慰陶先生的是，今日之中国，盛世
如他所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神州
大地山河无恙、国富民安，巍然屹立在世界的
东方。

题图： 歙县陶行知纪念馆中的陶行知塑
像。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