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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已到耋耄之年的于
漪老师是很多学生的偶像，她的
学生遍及各行各业，可谓桃李满
天下。几十年来她撰文无数，可
谓著作等身。

近日，杨浦区委老干部局的
领导和工作人员走进了于漪老
师位于五角场的家中，向这位教
学界泰斗颁发了杨浦区委老干
部局和杨浦区“金色夕阳”老干
部正能量工作室的荣誉证书。

1929年出生的于漪老师今年
已经89岁高龄，但看上去仍精神
健硕，思路清晰。1993年已经退
休的她仍奋斗在扶持一代又一代
园丁的道路上，迄今已有25年。

她曾教学高中历史，后转行
拿起了语文教材，从语法、修辞、
逻辑学到中外文学史，甚至哲
学、天文、地理、航海等知识，所
有与教学相关的知识都有所涉
猎，博采众长。转行的她渐渐在
教学界崭露头角，早在上世纪60
年代就名声在外。

1978年，她凭借出色的教学
水平被评为全国首届特级教
师。原本她希望在教学岗位上
做下去，淡泊名利的她不愿从事
行政工作。1985年于漪在领导
的劝说下成为几经变迁的上海
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当时，那是
一所伤痕累累的学校，衰败的校
舍，涣散的教师队伍。

有一次，时任杨浦区宣传部
部长袁岳滨到学校视察时，意外
发现校内竟然没有一个校工，所
有的老师都负责一块“自留地”，
成为现实版园丁。当时的师范院
校老师不用坐班，为了抓校风、学
风，她要求实行教师坐班制，对教
师的要求是“一身正气，为人师
表”，不能让学生坐等老师。对学
生她则要求具有师范生的形象，
朴素，大方，自理，自立，自强，如平
时食堂就餐不允许浪费，要珍惜盘
中餐。“人是要教育的，现在有的教
育走歪了，不重视德性的培养，太
功利主义，育分不育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
调研组负责人对学校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住校调研，从学生早锻
炼到晚自习进行了全方位的考
察。一番调研下来，工作人员颇
为不解，问：“这么好的学校，你
们为何不报先进？”于漪老师谦
虚地说：“学校刚步入轨道，还差
得远呢”。她认为办学要求真，
要把所有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
优秀的教师。“我们从来不搞形
式主义，领导来了，提前打扫校
园什么的，平时是什么样的，就
是什么样的，他们看到的就是学
校的真实面貌。学校教书育人，
要求其真。弄虚作假，是极大的
腐败，给学生做坏榜样。”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她的带
领下，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后改
制为杨浦高级中学）连续评上了
上海市文明单位和全国师范系
统先进单位。于漪老师笑谈管
理学校的秘诀是把每个人放在
最合适的位置上。

学校里有一名教语文的教
师钱沛云，这位老师爱好书法，
于是尝试让他转型当书法老师，
开展硬笔书法教学，研究提高师
范生硬笔书法的规律。经过数
年研究与实践，师范毕业生能写
一手漂亮的板书，被学生戏称为
钱体。钱老师后来也成为上海
唯一的书法特级教师。

于漪向来淡泊名利，有一次
某教育基金会评奖，组委会给了
于漪一等奖，她婉拒了，希望把
荣誉让给更多的年轻教师。于
漪曾培养了一名美术老师，但后
来对方跳槽到大学。曾有人调
侃道，“校长，你培养的人都跳槽
了。”于漪淡定地说，“没事，就算
跳到国外，不还在地球上吗。跳
了我们再培养呗。我们要有全
局观，一名老师的潜能、特长对
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才是我
们的最终目的。我们不能武大
郎开店，大家都不能超过我。有
时候培养比使用更为重要。”

对于培养年轻教师，于漪有
着自己的独特的观点，“一个好
的校长，一定能带出一群优秀老
师。年轻教师是需要培养的，
25~45岁是教师的黄金时代。我
们要多一点公心，少一点私心。”

于漪老师退休后，曾有一家
民办私立学校出60万年薪力邀
她出任校长，在上世纪90年代，
60万可谓是天文数字，领着2900
元退休工资的于漪老师婉拒了
对方的好意。她退休后，继续发
挥余热，加入了语文名师基地、
德育实训基地培养师资的工
作。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活动，
20多年来培养了四代特级教师。

不仅如此，她还将教育观
念、教育方法上升到理论和实践

相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来理解。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充电、拓宽思
路，于漪请来各界翘楚，她请复
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张维为为青年教师
上课；请来财大党委书记为老师
们讲供给侧……

年轻教师对于漪老师是又
敬又怕，他们既怕于漪老师来听
课，又希望她来听课，指出自己
在教学上的软肋。于漪爱给青
年教师出点子，让他们在教学水
平上得以不断精进。她还叮嘱
青年教师：教师一定要以学生为
本，把学生培养成为有中国心的
现代文明人。“我们要摸索出本
土化的教学理念，现在社会上有
些人就是笃信国外的教育理念，
事实上，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是特
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可以
借鉴，择善而从，如果照搬照抄，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会与教
育的初衷相背离。我们要有教
育自信，我们的教育不是从零开
始，有不少的经验，要以教育自
信创建自信的教育。”

于漪老师著作等身，家中的
书橱中摆满了她撰写与主编的书
籍，有《聚焦课堂教学提升整体素
养——语文教育中的实践与探
索》《多元文化与语文育人》《语文
核心素养案例初探》等。2018年
8月20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21本700多万字的《于漪全
集》首发。参加首发式的青年教
师王荣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捧
着沉甸甸的全集，被于老师笔下
的700多万字感动和震撼！她就
是对于‘师者’最好的诠释。”

别人退休后，过上了颐养天
年的日子，但于漪却是退而不
休，超负荷运转。她曾罹患急性
青光眼，眼睛开过四刀，患过严
重的心脏病，前年腰骨折后一度
不能起床。但只要是需要她出
席的重要研讨会，她都会抱病出
席。凡是商业机构举办的活动
她都一一婉拒了。

最近，于老师在紧锣密鼓地
撰写新书《穿行于基础教育森林》，
虽然已接近90岁高龄，但于老师
看上去气色不错，思路清晰。在接
受正能量工作室的荣誉证书后，她
表示，将尽自己所能奉献余热。

教书育人，要求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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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园丁”于漪老师获“金色夕阳”荣誉证书

诲人不倦 愿做一辈子的教师

本报讯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倒计时55天之际，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城市保障领导小
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进一步贯
彻落实“冲刺100天、决胜进博
会”誓师动员大会精神，研究解
决城市服务保障中的问题，要求
按照倒计时60天的任务分解抓
好推进、抓好落实。市委副书
记、市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城市保障领导小组组长应勇主
持会议并指出，进口博览会筹办
工作已经进入高标准、快节奏、
紧运行的临战实战阶段，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紧紧咬住把进口博览
会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的目标，
全力以赴、倒排时间、挂图作战，
对各项任务再梳理、再排查、再
确认，把各项工作进一步抓深、
抓细、抓实，以高质量高水平的
服务保障，确保首届进口博览会
圆满成功举办。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保障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周波，副组长诸
葛宇杰、吴清、许昆林、龚道安，
市领导陈寅、时光辉、彭沉雷、陈
群出席会议。会上，领导小组办
公室及部分成员单位汇报了相
关工作情况。

应勇指出，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动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一项
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开放市
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也是
今年我国四大主场外交的收官
之作，是上海必须完成好的重
大政治任务。各成员单位要充
分认识举办进口博览会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严格对照目标，坚持问题导向，
狠抓工作落实。

应勇强调，现在距进口博览
会开幕已不到 60 天，在这样的
临战实战关键阶段，要坚持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全力以赴落实
好城市服务保障各项任务措
施。要按照倒计时60天的任务
分解，倒排时间、挂图作战，全面
细化重大活动安排，全面优化交
通组织保障，全面提升城市服
务，全面加强环境整治，全面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全力落实安保
措施，全面加强交易组织，全面
开展新闻宣传。要结合近期重
要展会，着手开展城市保障实战
演练，注重协同、注重实战、注重
实效，通过演练检验工作和发现
问题，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和水平。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市保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应勇：

全力以赴 倒排时间 挂图作战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应勇会
见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
拉，代表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人

民，对总统阁下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后访问上海表示
热烈欢迎。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部署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探索实施上海自贸试验
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研究落实今年第三批降低
工商业电价，为企业降本减负。

2016年，国务院部署在上海
等15个省市和区域开展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上海在打造服
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促进创新
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新做法、
新经验。2017年上海实现服务
贸易总额1955亿美元，规模居全
国第一。今年6月，国务院全面
启动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本市制订了《上海市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会议原则同意《方案》并指
出，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上海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
要求，对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至关重要。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充
分发挥上海优势，全面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提高服务贸
易开放程度和便利化水平。

为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建
设，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对
外开放，根据国家有关文件和要
求，上海探索制定了《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办法》
及“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易，
主要指由境外服务提供者向自
贸试验区内消费者提供服务的
商业活动。

会议指出，探索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扩大开
放的重要宣示，有利于我国积极
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有利于
贯彻落实国家扩大开放措施，营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有利于自贸试验区不
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制度。要坚
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坚
持法治理念，坚持制度创新，不
断探索完善负面清单管理。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相关
要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部
署，本市形成了今年第三批降低
工商业电价方案，从7月1日起，
工商业“单一制”用户用电价格
平均每千瓦时降低7.18分钱，电
网企业将退还或抵扣7月1日以
来多收电费。同时，通过清理规
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提高
工商业“两部制”电价灵活性、扩
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等措施，进
一步减轻工商业用户电费负担。

应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落实降低工商业电价

应勇会见中非共和国总统

著作等身，退而不休

“她就是对于‘师者’

最好的诠释”

于漪老师获得荣誉证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