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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常被称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
图的画，无声的乐。既称之为艺术，
那必有一定的门槛，而在琅岐实验小
学，书法、国画、篆刻这些传统文化艺
术形式却成为每个学生触手可及的
课程。琅岐素有书画之乡的美誉，在
此生长的琅岐实验小学充分汲取艺
术养分，积淀出深厚的书画底蕴，近
二十年间培养出了不少书画能手，学
生书法作品曾获国家艺术节金奖的
至高荣誉。

“按照国家课程要求，我们将书法
课落实于日常课堂之中，一到三年级
每周一节硬笔书法，三到六年级每周
一节毛笔书法课，让孩子们从握笔开
始竖起规范，从书写开始立起人生。”
琅岐实验小学校长江雪英介绍道，“我
们学校的特色还在于除了日常课堂
为，依托乡村少年宫组建了书画兴趣
班，兴趣班作为提高班，有针对性地培
养学生的书画特长。”

“日常课堂+兴趣班提升”的模
式，让琅岐实验小学培养出了一批又
一批的书画小能手。与此同时，还拓
展篆刻兴趣班，延伸传统书画文化链
条。

琅岐实验小学书画班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 10几年前，2007年，时任校长
陈飞组织校内有书画特长的教师和有
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书
画兴趣班，起初只有 6名学生。经过
多年沉淀，2014年，书法课程从少部分
人的兴趣变为全校学生的基础课堂，
开辟了专门的书画室和展厅，取名为

“和墨轩”。兴趣班人数也壮大到了
100余人。

“和墨轩”取《庄子·田子方》“舐
笔和墨，在外者半。”中的“和墨”，即
痴墨之意，比比相生，墨墨相容，和谐

生辉。“和墨轩”之名由著名书法家陈
奋武老先生题于书画室门楣之上。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我
们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书画比
赛，在拗九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

日，还有国庆、建党节、建军节等重大
国家节庆日时，也会组织学生到公共
场所义写对联，并赠送给市民朋友”琅
岐实验小学副校级督学陈彩旭告诉记
者，这项活动已经成为一项传统，一届

届书画兴趣班的学生不断延续着，“有
些上了大学的学生，放寒假回来如果
赶得上的话，就会一起参与到写对联
的活动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一起，
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也是为孩子们
创建一个展示平台，激发孩子们的兴
趣和学习欲望。”

走在琅岐实验小学的校园内，处
处可见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这层楼
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这层是以梅
兰竹菊四君子为主导……大量的书画
装点着这个学校，一步一书画，传统文
化的氛围充斥在校园的角角落落，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

有着书法特长的数学教师胡建宁
觉得给孩子们普及传统书画知识意义
重大，他说：“孩子们在上第一堂课时，
进入到书画室内，看见满墙的学长学
姐书写的书画作品，传统书画的形象
直观地展现在了孩子们面前，在浓厚
的氛围中，很多孩子都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琅岐实验小学还在拓展传统文
化课程上不断探索，“今年，随着‘双减
’政策的落地，我们启动了课后服务学
生问卷调查，在原有书画兴趣班和篆
刻班的基础上，扩大推广面，让更多学
生能接触和深入学习，并将闽剧、腰
鼓、武术、古筝等纳入课后服务范畴。”
江雪英说，“下一步，我们还将收集学
校教师和学生作品，研究编著一本书
画相关的校本教材，将传统文化刻进
学校基因，不断传承。”

船政早期档案中，浙江宁波是一
个经常出现的热词。船政洋员正监督
日意格曾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副监督
德克碑曾在宁波指挥中法合作的常捷
军作战，船政提调委员胡雪岩曾在宁
波活动，船政早期著名的舰长贝锦泉

是宁波人，船政舰队很多军舰的舰员、
水兵主要是宁波人，船政早期招募的
工人中专门有一类来自宁波地区的宁
匠……

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这座城市和
船政存在着特殊的关联。追溯起来，
宁波和船政的渊源，都源自于一家湮
没于历史之中，鲜为人知的法国海军
造船厂。

宁波是浙江省的重要通海城市，
近代和福州一样都成为中国沿海重要
的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宁波
设立了浙海关（洋关），法国海军军官
日意格担任税务司，法国海军驻扎远
东的中国、日本海支队也以宁波作为
重要的驻泊港，法国势力在宁波占据
了优势。

1861年，因为受到太平军攻势的
威胁，经浙江和宁波的官绅推动，法国
海军支队在华组建了中法混合部队
——常捷军，由税务司日意格等领导，
主要负责防御宁波城，乃至配合清军
在浙江各地与太平军作战。

浙江省内河网纵横，甬江穿城而
过的宁波一带更是如此，加强水上武
装力量，对于配合陆上作战有着格外
重要的意义。当时常捷军和法国海军
中国、日本海支队都缺乏可以深入内
河的舰船，为此，法国海军部萌生了向

中国布署浅水炮舰的设想。由于浅水
炮舰难以远距离从欧洲航海到中国，
法国海军于是计划直接到中国就地建
造一批炮舰。

1861年，25岁的法国海军工程师
维尔尼提交了用于中国的浅水炮艇设
计方案，海军部审核通过后，命令维尔
尼到中国组建工地，于 2年时间内完
成 4艘该型军舰的建造。1862年 10
月 20日，维尔尼由法国启程，12月 20
日抵达上海，旋即奉命前往浙江宁波
考察设厂。在日意格的督导、协助下，
维尔尼在宁波甬江畔选址，设立了一
座类似于外派工地的法国海军宁波造
船厂，从周边地区招募中国工匠，购置
造船所需的材料，由维尔尼指导进行
造船。

维尔尼设计的浅水炮艇，一定程
度参考了法国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时
期建造装备的“粉末”级，排水量 253
吨，为平甲板船型，木质舰体，3桅杆、
单烟囱，带有帆装，舰上装备160毫米
口径主炮 1 门，120 毫米口径副炮 2
门，火力较强。比较奇特的是，4艘炮
艇所需的动力设备来自于“粉末”级炮
艇，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粉末”级炮
艇处于无用的地位，法国海军遂将其
中的“粉末”等4艘拆解，将蒸汽机、锅
炉运到宁波，装配给新炮艇使用。

同型 4 艘炮艇在 1863 年陆续开
工，当年 10月 31日首制艇在甬江下
水，12月 1日完工。其余 3艘在 1864
年全部完成。4艘炮艇的艇名，取自
与太平军作战中牺牲的常捷军法国军
官的名字，分别命名为“格尼”“卜尔
玳”“勒伯勒东”“达耳地福”，在法国海
军称为“格尼”级，建成后全部交付常
捷军使用，由常捷军军官德克碑指挥，
用于防卫宁波，在浙江境内与太平军
作战，同时兼顾中国近海的巡防。

在法国海军宁波造船厂诞生的这
4艘炮艇，是近代中国土地上建造的
第一批蒸汽动力军舰。宁波造船厂的
生动事例显示，只要加以恰当的教导、
训练，中国的工人可以学会蒸汽动力
军舰的制造技术。1866年左宗棠上
奏申请创建船政时，说自己的计划酝
酿了三年，从时间上推算，三年之前恰
巧就是法国海军宁波船厂开始建造 4
艘炮艇的 1863年。宁波造船厂的情
况，显然给当时正驻节在浙江杭州的
左宗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4艘炮舰建成后，宁波造船厂便
完成了其使命，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败
亡，常捷军也完成了其使命。1864年
的夏天，日意格和舰队统领德克碑到
杭州拜访闽浙总督左宗棠，想要将宁
波船厂转让给中国，对此，左宗棠起初

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但当得知宁波船
厂并没有建造蒸汽机、锅炉的能力时，
左宗棠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个提议。
随后不久，日意格、德克碑再度拜访左
宗棠，提出他们可以帮助中国专门建
设功能齐备的造船厂，一条可以全面
引进欧洲技术的桥梁就突然出现在左
宗棠的眼前，船政的历史由此开始。

而宁波造船厂的厂长维尔尼，因
为在 1864年初就被法国海军派往日
本，负责帮助日本建设横须贺造船所，
没有能够直接参加到日意格、德克碑
协助中国建设船政的活动中，否则他
或许就将成为船政的第一任法籍总工
程师。不过，有迹象显示，作为造船专
家的维尔尼，在制定船政建设一揽子
技术方案方面，为并不是造船专业人
员的日意格、德克碑提供了重要的帮
助，日意格在拟定船政建设计划时，曾
专门前往日本与维尔尼商讨。维尔尼
的参与，使得中国的船政和日本的横
须贺造船所在布局、建筑形式、功能设
定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相似之处。

在宁波组建船厂的成功经历，无
疑是日意格、德克碑敢于承揽协助建
设船政的重要底气，而这段经历，显然
在维尔尼帮助日本建立第一个隶属中
央政府的造船机构时，也具有特殊的
经验价值。

近期阿富汗局势有新变化，刷新
闻的同时被网友推荐，开始读起了《灿
烂千阳》。

本书是以阿富汗圣战和塔利班战
争为大背景，讲述两位女性的遭遇。

故事先出场的是身为“哈拉米”的
14 岁小女孩，她叫玛丽雅姆。“哈拉
米”是私生子的意思，除了父亲扎里勒
每周四到访给她带好玩的新奇玩意
儿，又或者村里的好心人教她诵读《古
兰经》，其余时候都在无知和咒骂声中
长大。一次离家出走彻底改变玛丽雅
姆的生活轨迹，她被安排嫁给远在喀
布尔的快50岁的鞋店老板拉希德。

像网友调侃的：“生活嘛，总是起
起落落落落落”。玛利雅姆的人生更
是从沼泽陷入深渊。一开始，扎里勒
对他百般呵护，怀孕之后，更是“每当
公共汽车驶过路面的坑洼，猛地向前
冲去，他就会伸手护住她的腹部”。可

是，公共汽车上拴在腹部的安全带只
是为了遇到车祸时，让身体不飞出去，
只起保命作用。对着亲爱的怀着身孕
的妻子，只护住腹部的行为，很难不让
人猜测他只想要孩子，妻子不过生子
工具。果然，一次意外，玛利雅姆流
产，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遭受7次流
产和拉希德无尽地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邻居家的莱拉出落成
亭亭玉立的少女。与玛利雅姆不同，
她有爱她的父母，父亲是知识分子，在
学校教书，从小对她的熏陶是“婚姻可
以等待，教育却不行”。还有从小青梅
竹马的塔里克。随着战争愈演愈烈，
人们纷纷离开喀布尔。莱拉与塔里克
被迫分离。后来一颗炸弹落下，莱拉
家破人亡。

幸还是不幸？莱拉被拉希德救
活，受他蒙骗，嫁给了他。原本万念俱
灰的莱拉，发现肚子里已经有了她跟

塔里克的结晶，为了两人的爱情，她决
定要活下去。彼时，莱拉 14岁，玛利
雅姆33岁，拉希德年近古稀。

玛利雅姆看着莱拉一步步抢走她
在家里女主人的地位，心生怨念。但
是莱拉从一点一滴的日常让她懂得造
成这一切的不幸是蛮横的拉希德和这
个不公的社会。

结局不够完满，但却是玛利雅姆
拼尽全力，成就了莱拉和塔里克的幸
福。

莱拉和塔里克成功逃离喀布尔，
来到巴基斯坦的一个安静小城镇。在
那里，他们相亲相爱，可是在莱拉的心
里，她的余生不该就这样籍籍无名的
度过，她还挂念她那饱受灾难的国家，
她还记得父亲跟她说过，等战争结束，
国家需要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如果一
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
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于是，夫妻俩重返故土。后来，莱
拉在恤孤院教孩子们读书。

莱拉的伟大不仅在于把爱带给玛
丽雅姆，带她逃离恶魔，更在于她宁愿
深陷囹圄，也要拯救下一代。这让我
想起不久前荣获“七一勋章”的张桂梅
校长。

采访中的张桂梅校长，面容黝黑
憔悴，衣着简朴，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她眼里放着光——一定要让大山
的孩子走出去，上一本，上清华北大。
为此，她到处奔波，为筹建学校省吃俭
用，裤子破了大洞都不知道，就这样功
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创办了全国第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
学。

记者问她，为什么只办女子高
中。她说，因为很多年轻孩子在家就
是早早嫁人生孩子了。记者再问，这
样自己的生活不就都没有了么？她

说，就忙一下一整天就过去了。她是
如此从容，对自己做的事情又是如此
轻描淡写。她把大山里的孩子当成自
己的孩子，她把辍学的孩子又捞回来
继续上学。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这样可以救一代人。

采访看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
国家强盛国运蒸蒸日上，就是因为有
这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人做奉
献。

曾经我们的国家有五亿四千万
人，其中文盲占四亿，正是由于“扫盲
运动”和一代又一代如张桂梅校长的
努力，现在文盲率降至2.67%。

书中莱拉也在做着这样的努力，
我相信阿富汗也有很多如莱拉、张桂
梅校长式的人物，通过她们，这个饱受
战争摧残的国家能走上正轨和平发
展，人民能真正沐浴在太阳灿烂的光
芒之下。

宁波造船厂厂长维尔尼宁波造船厂厂长维尔尼//陈悦供图陈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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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政 往 事

○张璐

爱与希望 灿若千阳

○陈悦

○林荫侬 林国清

抗 日 烽 火 马 江 潮

史海钩沉

船政文化

将 传 统 书 画 文 化 刻 进 学 校 基 因
○王晓霞/文 陈晓静/图

书法、国画、篆刻成为琅岐实验小学普通课程

—— 法 国 海 军 宁 波 造 船 厂

马尾为闽江口的内港，历来都是“海丝”的要港和海防
的重地。《福建通志》说：“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固七省形势
最胜之区。”清福州太守李拔的《罗星塔铭》更如是说：“五
虎门层峦嶂峙，为省会门户；闽安镇海舶出入，为省会咽
喉；而罗星塔孤峰突起江中，如户之有键，喉之有舌，诚所
谓扼要争奇，天造地设者也。我国家设险设防，关隘重叠，
声援犄角，刁斗森严，闽城百万户真有衽席之安，无烽火之
虞矣。”于是他认真地写了“砥柱回澜”四字，勒石于山崖。

一
清同治六年（1866年），国家在马尾镇婴豆山下，建总

理船政衙门。创办船政学堂，并编练水师，马尾更为世人
所瞩目。清光绪十年（1884）爆发的“中法马江海战”，继
之，日本侵略者也尾随其后，妄想侵占马尾要地，而沦陷全
中国。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在《海军抗战记事》里说：”
民国 27年（1938）5月 23日，日舰开始向梅花及黄岐、北茭
各处炮击，敌机亦复时加骚扰。要塞各台虽迭遭炮击，但
我守员兵沉着应战，敌卒不获呈志。5月31日及6月1日，
我扼守闽江口封锁线之抚宁、正宁、肃宁各舰均先后与敌
机奋勇抗战，但被炸沉没，员兵均有伤亡。同时停泊南港
之楚泰军舰亦被炸受伤。而本军设在马尾各机关，如海军
马尾要港司令部、海军学校、海军练营、海军马尾造船厂、
海军马尾医院、海军马尾大操场、海军陆战队驻扎所等，前
后均被轰炸。我军气不稍挫，复将各沉艇员兵编成巡防
队，担任闽口防御守卫任务。最近，敌人图闽之心益急，敌
舰敌机相继肆虐，在闽海军愈严加戒备，整阵以待，务使进
犯之敌受重大打击。”

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马尾失守之前，马尾的抗战已经
十分激烈。接着日机还继续不断对马尾进行轰炸。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有陈绍宽致蒋介石的电文称：“漾日
（23日）午前9点18分，敌机8架袭炸马尾海军各机关。因
投弹多枚，该处之要港司令部、海军学校、练营、造船所等
房屋及操场多被损坏，并伤兵两名。”再接着的是 7月 1日
下午，日机17架袭击马尾，肆炸海军各机关、船坞、船场等，
多被损坏。但我海军要塞炮台守兵和海军陆战队忠勇守
卫，绝对没有给敌人得到丝毫的机会。如敌人曾一度用大
汽艇驶迫封锁线，企图扫我水雷，结果被我炮台打沉了。
所以日方曾表示：对于闽浙的侵略，认为没有什么办法
了。他们只好以守为攻，在闽江口、福鼎湾、沙埕、鳌江等
处分别潜布水雷，阻我的海口。但在不久的时间内，又统
统被我们扫光了。

二
民国三十年（1941），福州被日本沦陷。沦陷前的马

尾，更有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斗。如：4月9日早7时至14
时，敌机两架由马祖澳敌巡舰上起飞，凡4次，曾到福州市
内和马尾盘旋，在长门要塞电光山炮台投弹3枚，毁该台台
长、副台长室二间；在金牌山炮台投弹1枚，毁兵舍1间；在
水雷营投弹 2枚，毁办公厅官长室、机器房等 4间；在烟台
山炮台投弹4枚，幸尚无损害。各台人炮亦均无恙。

是年的 4月 19日 3时 1刻，连江辖浦口方面炮声紧
密，似系敌伪军企图登陆。5时，长门发现有敌机 7架，向
我掷弹。但口外罩雾，情况不明。

同日，敌在连江东山、浦口、大小澳等处登陆，共有千
余人，距连江县城已经十分迫近。晨6时半，琅岐岛白云山
附近发现敌踪。又晨5时，敌在长乐牛榕山登陆。午12时
半，长乐失陷。

是日下午 3时半，嘉登岛后龙村发现敌人企图登陆。
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第四连队伍即与抵抗。一时后，敌以飞
机掩护占据白云山。连长郑宗濂受伤，士兵伤亡亦重。又
原驻琅岐之第四团第二营营长李传馨率第一营第一连并
机关枪两排，在吴庄与敌对抗。同时陆战队第一营第二、
三两连及第三营第七连已驰赴东岐增援，反攻长门。当日
海军官方的战报称：下午1时，敌分三路猛攻闽江口。烟台
山、金牌山炮台，情况不明；经由电光山炮台向烟台山、金
牌山两炮台方面之敌炮击，至下午1时半，烟、金两台均被
敌占据。但电光山炮台仍继续向其炮击，阻敌前进。下午
3点半被敌占据。下午4时许，长门各炮台断绝消息，情况
不明。

4月 20日自晨至暮，闽江口要塞各炮台向敌炮击不
停。陆战队因奋勇抗战，损失惨重。但敌迫近白潭时，陆
战队仍在竭力抵抗。驻下岐之陆战队第四团第三营队伍
与敌500余人抗战达5小时多。8时许，闽江口北岸后山发
现敌便衣队，要塞北岸炮台即与抵抗：而面前水路突来民
船5艘，载敌军200余人，由敌机掩护登岸进犯。经抵抗至
10时许，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之后陆战队正在反攻的长
门炮台被占，也联络中断。这时候驻马尾部队仅余陆战队
一连、特务两排。而防地辽阔又敌机多架，终日盘旋轰
炸。我兵力单薄，但仍在竭力防守。至23日，海军官方战
报说：“本军陆战队第四团第三营第八连19日晨在福斗岛
抗战后被敌包围，连长江丙椿生死不明，连副刘志舜阵亡，
连副陈超等率残余士兵突围渡江，节节抵抗，于19日晚转
进东岐，待机反攻。”战斗可谓激烈之及。至 5月 21日，马
尾海军要港司令李世甲电称：“奉陈主任议令，转移来南
平，已于1日到达。惟在马尾、长门作战时被敌包围。及率
队突围而出，敌人迫击，人员死伤散失甚多，公物损失尤
重。”陈绍宽即批：“除已饬从速整理并设法收容散失人员
外，详查损失。”马尾遂告沦陷。

直至当年的9月，日寇撤军退出马尾。但敌进我退，我
进敌退，敌我双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 ，仍有交战。如民
国31年（1942）6月27日，陈绍宽致电蒋介石说：“闽口外敌
驱逐舰一艘敬日（24日）上午八时十分向长门开炮 八发，
弹落江边。我无损失。下午四时，向南驶去。敬日上午十
时十五分，川石方向有炮声六响，炮位射向及弹着者，因雾
无法判明。十一时，雾略开，口外第二浮标泊敌小运舰一
艘，并由海外驶来敌驱逐舰二艘。”7月 8日，同样致电曰：

“闽口嘉登岛之伪军数百人突向九龙山一带侵犯，经我军
驰往截击，现嘉登岛已无伪军。该股伪军逃窜至闽口外之
壶江岛。”民国 33年（1944）日寇又占领马尾，直到民国 34
年（1945），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马尾的侵略军才
撤到川石岛，接受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