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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老师爱写音乐评论 还写就 3 万多字音乐游记

吴斌：让生活和教学有“音”有“乐”
新仓中学建校 60 年唱响农村教育之歌
■通讯员 祝立力

吴斌。
（学校供图）
马桥中心小学有一位语文老师，他
在教语文的同时还长期承担着学校的音
乐教学任务，他曾被评为海宁市优秀教
师、嘉兴市优秀教师。二十多年来他一
直热爱古典音乐，在工作学习之余，将钻
研古典音乐文献作为自己的一大爱好。
他，就是吴斌。
吴斌在业余经常通过撰写音乐评论
来表达自己内心对音乐的感受。他的音
乐评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西奥多·
阿多诺的影响，
注重音乐与哲学的联系对
比，剖析音乐本体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意
识，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音乐解读方
法，
在音乐评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
色。他撰写的关于理查·施特劳斯与贝多
芬的乐评先后发表于《高保真音响》杂志。
尽管海宁本地的爱乐氛围并不是很
浓厚，身边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也不多，
但吴斌还是通过网络平台结识了许多来
自五湖四海的爱乐者，其中不乏一些业
界的大咖，如著名乐评人刘雪枫、张可
驹、詹湛先生，出版家张纯老师，
《爱乐》
杂志专栏作家贺秋帆先生，标旗唱片公
司创始人李恒生先生，旅英钢琴家孔嘉
宁先生等等。
2016 年，在 APP 平台上一档名为“雪
枫音乐会”的栏目大放异彩，该栏目由身
在北京的刘雪枫老师主讲。刘雪枫随后
不久就邀请吴斌协助策划，通过互联网
反复讨论推敲节目内容。吴斌也先后参

与策划了贝多芬交响曲系列、莫扎特协
奏曲系列、浪漫主义交响曲系列等，深受
全国爱乐者好评，节目订阅量一路攀升，
成绩喜人。2017 年底，
“ 雪枫文学音乐
课”栏目开播，刘雪枫老师再次邀请吴斌
加入到节目制作团队中。
“雪枫文学音乐
课”讲授的内容除了古典音乐之外，还涉
及从荷马史诗到梅特林克大量东西方文
学经典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正是这些经历，让吴斌对音乐有了
更深的理解和更全面的把握。
2017 年，吴斌两次受邀观摩绍兴兰
亭音乐雅集。今年暑假，吴斌一家三口
赴欧洲参加为期半个月的音乐之旅，先
后游历了奥地利、斯洛伐克与捷克三个
国家，追根溯源地探索了贝多芬、莫扎
特、海顿、布鲁克纳、马勒等音乐大师的
人生足迹，参加了三个具有世界性影响
的著名音乐节，现场领略了索科洛夫、西
蒙·拉特尔、梵志登、考夫曼、格里茂、乌
尔班斯基等音乐大师的风采，见证了众
多世界级音乐团体的精彩演出。
回国后，吴斌将自己在欧洲的所见
所闻写成游记，共三万六千余字，在“音
乐之友”公众号上连载，引起热烈反响，
受到业内人士与广大读者的赞赏。他
说，自己是语文老师，在上好课之外，希
望凭着一点音乐上的爱好，以及不断的
学习提升，能够带给学生音乐上的快乐。
（马桥中心小学供稿）

近日，新仓中学举行了建校 60 周年
盛大庆典。当天，庆祝大会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拉开帷幕。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
《甲子薪传，适性致远》校庆宣传片。新
仓中学校长陈振锋以时间为线回顾了学
校承国运而生，如何从一所农村初级中
学发展为享誉一方的“浙江省农村示范
初中”。
新仓中学有着 60 年的办学历史，既
是一部历经沧桑、艰苦创业的建设史，也
是一部勇往直前、勇创辉煌的发展史，业
绩骄人，硕果累累，该校连续九年在海宁
市中小学发展性评价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学校。活动中，集体诗朗诵《我是新中
人》充分表达了学生们作为一名“新中
人”的自豪感；服装秀《红》作为对校庆的
献礼，是学生们自己设计制作自己精心

排练的 T 台走秀，让在场观众无不拍手称
赞……特殊贡献奖，则是颁给了为学校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任老校长以及在新
仓中学工作 30 年以上的教职员工。大会
的最后一个节目 《薪火传承——老少校
友同登台》将年龄跨度长达 60 年的学子
请上舞台，共同演绎了一段穿越时光的
回忆。
近年来，新仓中学内强筋骨、外塑形
象，努力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开展多渠
道、全方位培训，补齐农村教师业务水平
的短板，激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责任
感、使命感、光荣感，实践着“把每一个学
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的庄严承诺。学校
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探索农村
教育发展的新路径，突破课程改革的瓶
颈，驶入农村教育发展的快车道。经过
数年努力，学校依托“适性教育”成功创
建海宁市第五批特色学校。

退休老教师追光逐影 用镜头记录生活
■通讯员 梅雨
近日，海宁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
会成立 30 周年摄影作品展在退教协会活
动室举行，开展以来，吸引众多老教师前
来观看。
据悉，该摄影作品展围绕“颂改革开
放四十年，展美丽乡村奔小康”这一主
题，紧紧抓住“八八战略”指引下所取得
的伟大成果这条主线，深入农村乡镇、田
野工厂、草原山水，借助相机的多种功
能，巧妙运用光和影，进行巧妙构图，将
一幅幅作品的明与暗、色彩等恰到好处
地呈现在观赏者的眼前，为老教师和社
区居民们带来了一份视觉大餐。
这次展出的作品来自邬兴华、严惠
良、苏铭章、尤嘉秋、姜惠民等 5 位老师，
共计 46 幅。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已近七
十，最年长的苏铭章老师是一位 81 岁高
龄的摄影爱好者。

邬兴华和他的作品。
（通讯员梅雨供图）
邬兴华老师是市退教协会摄影组组
长。这次他展出了近 30 幅照片，其中有
22 幅被相关展览或媒体录用过。邬兴华
今年已 78 岁高龄，还患有膝关节疾病，常
贴上止痛膏就外出捕捉精彩镜头，他对
摄影的执着可见一斑。他拍摄的作品题
材广泛，有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有歌颂中
俄友好的，有拍摄草原、沙漠的，还有人
物或动物作品等等，受到摄影组老师们
的青睐和好评。

■小记者习作·祝场小学

爬山之旅

刺激的飞椅

祝场小学六（2）班 俞林佳

祝场小学六(3)班 游欣凯

早晨，温柔的风姑娘轻轻地抚摸着
我的脸庞，给轻松的假日更添了一丝惬
意 。 我 们 乘 着 大 巴 ，去 往 爬 山 的 地 点
——大明山。
走进大明山，我们一路跋山涉水，许
多美景映入眼帘。小树林闪着绿油油的
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热情的手掌，像是
唱着一首动听的歌，令人心旷神怡。那
一条清澈的潺潺的小溪，让我的心也随
之跃动。溪流的一旁种着几棵垂柳，那
长长的柔软的柳枝，随风摆动着，像婀娜
的舞姿，是那么美，那么自然。当小鸟站
在它的肩上歌唱时，流水也唱和着，再加
上知了的伴奏，发出悦耳的声音，就像一
曲多重奏。
孩子们的欢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瞧，他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去小溪里玩起

水来了。看着他们都在水中嬉戏，我怎
会无动于衷呢？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也
加入了玩水的行列。卷起裤脚管儿，脱
下鞋和袜，小心翼翼地踩在石头上，生怕
摔个四脚朝天。一走进水中，清澈的溪
水拍打着我的脚踝，鹅卵石轻轻按摩着
我的脚底，让我感到浑身舒畅。我们大
家互相泼水、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仿
佛正在庆祝“泼水节”呢！
后 来 ，我 们 还 爬 到 了 大 明 山 山 顶 。
那时，已经汗流浃背、满头大汗的我，却
没有感到一丝疲惫，依然沉浸在爬山时
的欢乐中。
瀑布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好似一条
飞链。它牵着我的手，同我一起下山。
再 览 一 次 沿 途 风 景 ，又 别 有 一 番 风 味
……

有人喜欢百花齐放的春天，有人喜
欢热情似火的夏天，有人喜欢银装素裹
的冬天，而我却偏偏喜欢那绚丽多彩的
秋天。因为它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采
风的好时候。周六，秋高气爽，阳光明
媚，我们一群人背上背包，坐上大巴车，
在阳光的陪伴下，快乐地出发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
了安吉欢乐世界。瞬间，我的心情一下
子变得欢乐起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
是旋转飞椅，远远望去，它就像一只水
母，伸展开无数的长长的手臂，好像想握
住点什么似的。走近了看，旋转飞椅分
为上下两层，就像一个大大的蛋糕，五颜
六色的，可漂亮了！支架犹如那镶着一
颗颗宝石的圆点，飞椅的头上仿佛戴了
一顶无比神圣的皇冠，皇冠上点缀着无

数美丽的珠宝。
带队老师看着我们一个个满眼期待
的样子，
说：
“我们先坐飞椅吧。
”
我心花怒
放，赶紧放下背包，拿着票跑去排队。在
飞椅上坐好，
管理员阿姨一边仔细检查我
们的安全带，
一边给我们讲坐飞椅的注意
事项，我又开始担心起来了。正想着呢，
飞椅慢慢上升了，我感觉像玩起了荡秋
千。慢慢地，飞椅开始转起来，我们的腿
也跟着前后摆动起来，
我感觉我的鞋子要
飞了。飞椅的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被甩得
越来越高，好多人不约而同地尖叫了起
来，我闭上眼睛紧紧地抓住旁边的铁链。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小鸟在高空中飞翔，
风在我耳边飞驰而过，
多开心啊！
虽然坐飞椅时我又惊又怕，但是我
为我自己的勇敢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