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陶婷婷）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在中山北路校区举行了“虞苏美先生‘为人、为师、为学’

座谈会”，深切缅怀虞苏美先生的卓越成就与高尚品质，

学习先生严谨治学、谦逊处事的高贵精神。外语学界与出

版界的专家学者、英语系历届校友、青年教师与学生参与

了会议，从不同角度共同追忆了与虞苏美先生在一起的

美好点滴以及先生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系主任陈弘教授在

主持会议时，首先介绍了虞苏美先生的生平，分享了虞先

生女儿在先生去世后所作的英文诗，回忆了自己与虞先

生共事的经历，介绍了先生翻译《三国演义》全译本的工

作，称赞其匠心独具、高屋建瓴的笔势将这部“跨时代、跨

民族、跨国度”的鸿篇巨著生动地重现给了广大读者，为

促进汉译外事业和中国文化大踏步“走出去”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以“今天，我们既要追思，也要传承”，拉开了座谈

会的序幕。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院长、翻译家袁筱一教授高度评

价了虞苏美先生所译著的《三国演义》全译本在此书译著

史上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以及多年来虞先生在学术研究、

教材编写、著作翻译上所作出的默默无闻而又成就非凡

的贡献，“这么多年，虞苏美教授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但

她几乎一直是‘隐身’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有

‘隐身’的概念，这也是华东师大外语学院教授们一种特

别的气质。”

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前英语系主任、复旦大学前外文

学院院长曲卫国教授是虞先生的学生与同事。曲卫国认

为，虞苏美先生在学问上的造诣堪比陆谷孙教授，但虞先

生为人极为低调，使得先生的成就很少为世人所知，然而

虞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语言积累、平易近人的处

事之风却让自己以及同学们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大家都

将虞先生视为自己的楷模，深怀敬仰之心。

华东师大英语系王改娣教授对虞苏美先生《三国演

义》的译本做了深入的专业解读。王改娣指出，翻译有归

化与异化两种方法，归化强调翻译尽量向目的语靠拢，增

加译文的可读性，容易被读者所接受，例如，国外汉学家

的《三国演义》译本往往就对其中一些特有的中国文化现

象做归化处理，将“麒麟”译成“独角兽”，将“凤凰”译成

“孔雀”，但这种翻译方法却丢失了蕴含于这些概念中的

中国文化。异化强调翻译尽量向源语靠拢，但这种方法可

能会使读者难以理解译著的某些内容。虞先生的译本在

归化与异化中达成了极好的平衡，她的翻译既尊重原著，

保留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概念，又以注释的方式对这些

概念进行了阐释，使得读者既能理解作品的涵义，又能获

得中华文化的熏陶。

虞苏美先生的同学及好友李慧琴、吴稚倩、陈美芳纷

纷回忆了与虞先生共事的岁月，追忆了记忆中先生为人、

为师、为学的点点滴滴。在虞先生的同学与好友的心目

中，虞先生是德才兼备的“女神”，在学识上才高咏絮，汉

语英语造诣皆高，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琴棋书画样样精

通；在治学上精益求精、极致严谨，“她修改教材从来不留

情面，甚至改到只剩下原文的两个字”；在为人处事上又

高风亮节，恢廓大度，不图名利，低调谦逊，“我和苏美那

么亲，却是在报上看到新闻才知道，她翻译了《三国演

义》”；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对于亲人，甚至陌生人，虞

苏美先生都会体恤关怀，出手相助，“当我们得知苏美不

幸离去，同学们纷纷在群里面回忆苏美对于自己的帮助，

这么多人都视苏美为自己的好友，都受到过苏美的帮助，

实在令人惊讶！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谢宇，《三国演义》全译

本责编杨莹雪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虞先生为人低调、为学

严谨、待人和善的高贵品质。谢宇说：“虞老师对社里为

《三国演义》双语全译本所作的宣传不太高兴。她说，你们

不能这么宣传的，我是在前人基础上才完成的。”杨莹雪

回忆起编书成稿时虞先生不肯给出译者简介的情景，感

慨说，“虞先生如此低调，我当时真的非常敬佩。”

虞苏美先生（1940—2019）是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

文学系教授。1940年生，浙江镇海人。1964年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外语系，并留校任教。1978—1980年赴英国伦敦

大学教育学院进修，获教育硕士学位。1987年赴加拿大维

多利亚大学访学。1990年获评教授职称。1992年获得上海

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和上海市巾帼建功奖。2000年退休。

虞苏美先生将其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英语教学与研究

事业，不仅教学工作精益求精，水平卓越，深受学生推崇与

爱戴，在教学研究中更是兢兢业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

曾发表“英语歧义现象初探”等论文，译有《写英文信》，合

译有《达洛卫夫人》，合编有《美国二十世纪小说选》（上、下

册）、《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综合英语教程》等，主

编《大学英语听力》（1—6册）。她编写出版的多种大学英语

和英语专业教材，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退休后，虞苏美先生依然潜心教研，笔耕不辍，主编

的《大学英语·听说教程》入选第一批“十二五”普通高等

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她倾尽全力精心打造的《三国

演义》（The Three Kingdoms）汉英对照版，是第一部由中国

人翻译的120回《三国演义》全本。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长三角地处祖国东部，

拥有数量众多、品类广泛、内涵丰富的航海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中国航海博物馆牵头，长三角地区 25家博物

馆参展的“长三角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于

2019年 12月 31日在中国航海博物馆正式开幕。展

览荟萃展品 200余件，涵盖 50余项航海非物质文化

遗产，阐释长三角航海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服务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助力“上海文

化”品牌打造。

此次展览的规模实属沪上罕见，不仅参展单位

达 25家之多，而且覆盖面很广，涵盖所有省级综合

性博物馆，包括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

物馆和安徽博物院；涵盖从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

到县级博物馆；涵盖公立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涵盖

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和行业系统的博物馆。

展览展出各类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50项，涵盖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

罗盘制作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船模型制

作技艺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绝大多数长三角航

海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囊括其中，内容精彩纷呈。

展出展品 200余件，包括瓷器、紫砂、丝绸、布

匹、服饰、雕塑、书籍、漆器、茶叶、竹器、木器、石器、

青铜器、金银器、贝雕、雕版、画作、罗盘、船模、拓片、

剪纸、蛋雕等20多个品类，其中不少为国家二、三级

文物，展品精致、精巧，打造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物质盛宴”。

此次展览高度重视观众的参与，力求让观众在

互动过程中获取体验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大

量展品外，还综合使用图片、音频、视频、投影、触摸

屏、场景等展示内容和手段。例如，观众可以亲身体

验传统印刷过程，在“渔民号子”处聆听海上民歌，更

有海洋谚语猜谜、船模制作的传承人现场演示等多

个互动展项，让观众获得立体化的观展体验。

展期将持续至 3月 31日，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

中国航海博物馆观展。

几年前，在大雪中被父亲逼着脱下衣物跑步的“裸跑

弟”曾轰动一时，其父也因被冠以“鹰爸”称呼而名声大

噪。近日，父子二人再度闯入大众视野。据报道，今年已经

11岁的“裸跑弟”何宜德历时两年半，取得南京大学18门

课程平均70.3分的成绩，成为自考史上年龄最小的大专毕

业生，“鹰爸”教育模式似乎再次取得了一次胜利。“鹰爸”

也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家庭教育的流量明星，引发媒体

关注。

纵观何宜德近年来的成长历程，亮点不少。他3岁雪地

裸跑、4岁独自驾驶帆船出海、5岁开飞机、6岁写自传、7岁

徒步穿越罗布泊、9岁小学毕业……曾经因早产患有多种

重大疾病并发症的何宜德，不仅身体获得了健康，也有了远

超同龄人的生活体验。在文化课上，何宜德也通过这次自考

证明了自己。要知道，为通过考试，他先后学了《消费心理

学》《企业管理概论》《商务交流》等大学专业教材，为了攻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座“大山”，刚小学毕业的他跟着家

教，恶补初高中数学知识。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学习这

么艰深的内容，的确不容易。不过，这种超前学习的节奏和

速度，显然违背了正常的教育规律和成长规律，拔苗助长的

做法对孩子未来成长将产生何种影响，还很难说。这也是舆

论质疑的焦点所在。

单从近年来何宜德的成绩单来看，“鹰爸”教育有其独

特之处。具体的教育方式暂且不论，其中最值得父母们借鉴

的，应该是“鹰爸”何烈胜对儿子成长过程的高强度参与。

然而，倘若因为“裸跑弟”目前的成绩，就对这种教育方

式大加推崇，亦不可取。何烈胜干企业，家底不错，支撑得起

儿子上天下海的折腾，儿子自考两年半，花在请家教上的金

钱也非小数目。普通家庭负担不起这样的资源投入，也承担

不起培养失败的后果。更何况，网友对教育模式的评价过于

简单。何宜德拿下大专文凭的消息一出来，网上一片赞扬乃

至羡慕之声，称赞这是“真学霸”，与几年前恶评如潮相比，

对“鹰爸”的正面评价陡然增多。11 岁通过自考固然了不

起，但光凭这一点就能让网友态度发生大转弯，足见“唯文

凭论”的影响。教育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鹰

爸”教育能让孩子的人格健全发展吗？这是最令人担忧之

处。现在断定其教育失败或成功，为时尚早。

媒体和公众对“鹰爸”等的兴趣，隔三岔五就会被某些

个例“勾”起来，这里面存在着“幸存者偏差”效应。该效应指

的是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因为死人不会

说话），此资讯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为什么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案例都带有成功光环？因为他们“成功”

了，更倾向于表达、包装，乃至将自己的教育经历和心得变

现获得经济利益，所以他们乐于成为媒体宠儿、流量担当。

而那些在家庭教育里表现中规中矩的父母，并不会去谋求

主动的曝光。如此一来，“成功”的案例长期积累，会使人倾

向于认为这才是家庭教育的应有之道。

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其成长特性，每个家庭能利用的

资源也千差万别，只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和方式，只

要在子女人格品行教育上尽心尽力，即便吸引不了媒体的

注意和大众的眼球，也是为孩子扣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

摘自《中国教育报》
本版责任编辑 王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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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第一位英译全本《三国演义》的中国人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召开虞苏美先生“为人、为师、为学”座谈会

““鹰爸鹰爸””教育模式不值得复制教育模式不值得复制

同济大学卢耀如院士发起作文比赛同济大学卢耀如院士发起作文比赛
围绕“环境与城镇群发展”主题，学子尽情抒怀

本报讯（记者 吴苡婷 通讯员 黄艾娇）由著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学家、同济大学卢耀如院士发起举办的首届“如兰杯”作文大赛日前落

幕，卢耀如院士、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出席颁奖典礼，为荣获中学

组、大学组一二三等奖的学子颁奖。

据介绍，本次作文大赛于2019年12月7日在同济大学举行，大赛以

“环境与城镇群发展”为主题，采用集中命题、现场作文的形式开展。来自同

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5所高校，以及

七宝中学、控江中学、奉贤中学等沪上11所同济大学“苗圃计划”合作中学

的近百名大中学生参赛。作文题目共有4个，分别为：忠诚祖国，衷心祝愿；

马兰花香，国泰民安；终身不渝，学无止境；为强国梦，做逐梦人。比赛要求

学生从中选择一个题目，以“环境与城镇群发展”为主题展开，结合城镇发

展、地下空间开拓、城市地质生态环境等抒发认识和心得。

卢耀如院士表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起此次大中学生

作文比赛，意义深远，目的是为了引导、激励“馨香如兰”的新时代广大青

年学子秉承老一辈共和国缔造者和建设者的优良传统，心怀强国之志，

顽强奋斗、倾力奉献，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高校组一等奖获得者、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董蕴豪告诉记者，这次作文大赛于他而言是一次精神的引领和传承，让

他在脚踏实地的前行中，多了一次仰望星空的机会。在此次作文中，他

阐述了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城市群建设发展的思考，以及在强国梦征

程中，作为城市群建设先锋的工程人的使命与担当。“笃行兼以深思，我

辈当奋以青春，矢志不渝地拥抱熔铸于时代的大梦想、大未来！”中学

组一等奖获得者、上海市崇明中学学生沈奕萱表示，“馨香如兰”将贯穿

于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成为她的人生追求。希望自己能以白玉兰的

洁白、马兰花的坚韧为品质不断奋勇前行。作为“苗圃计划”学员，此次

参赛也增进了她对同济大学的了解。

此次作文大赛由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励基金会主办，是

该基金会成立后助推的首个项目，以同济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 3家单位为承办方，分别在上海、河

北、贵州三个赛区开展比赛。

2018年 4月，已届 88岁高龄的卢耀如院士个人捐资 360万元人民

币，在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下设立“卢耀如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激

励基金”，用于支持、推动生态环境与地质工程相关学科（同济大学、中国

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贵州师范大学3家单位共享）向

世界一流学科迈进，支持这些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等。

本报讯（记者 王毅俊）寒风瑟瑟，初冬的辰山

植物园乍看上去枯叶飘零，但如果细心观察，却是

生机无限。这不，就在辰山植物园南门广场种植的

10余棵北美枫香树上，几群身材玲珑、身披艳黄丝

衣的小鸟密密匝匝地在枝头翻飞跳跃，好似也在迎

接新年的到来。

这些小鸟的大名叫做黄雀，属于燕雀科金翅雀

属。它的典型特征就是身体呈艳黄色，翅上带有黑

褐色条纹。雄鸟头顶有明显的黑色团块，而雌鸟和

幼鸟不明显。黄雀生性活泼，常成群活动，飞翔时展

开的两翅上有明显的黄色斑块，十分醒目。

说到黄雀，很多人都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俗语。其实这里的“黄雀”指的并非真正的黄雀。原因

有二：首先黄雀在华北、华东地区为冬候鸟，只在秋冬

飞来觅食，而在夏季则回到位于东北、西伯利亚等地的

繁殖区度夏繁殖，也就是说在有蝉鸣和螳螂的夏季，我

国大部分地区是少有黄雀的；其次黄雀的嘴短而直，表

明其是以植物果实、种子为主食的。北美枫香的果序呈

球状挂在枝头，恰好给了黄雀落脚的空间，而黄雀的喙

能够轻易地剥开北美枫香的果实，取食里面的种子。所

以这些黄雀，是将辰山植物园南门广场上的北美枫香

树当成了自己的“冬季食堂”，难怪会大群前来。

除了黄雀之外，冬季的辰山植物园还能观察到

北红尾鸲、金翅雀、燕雀等候鸟，以及白鹡鸰、白鹭、

小等留鸟。这些鸟类都为冬季的辰山增加了不

少亮色，也侧面反映出辰山良好的生态环境。

辰 山 植 物 园 黄 雀 枝 头 迎 新 春辰 山 植 物 园 黄 雀 枝 头 迎 新 春

历时八年历时八年 上海培育出亚非拉上海培育出亚非拉““混血混血””兰花新品种兰花新品种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 通讯员 黄卫昌 倪子轶）近日，辰山植

物园兰花科技人员收到了来自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HS）的新品种

登录证书。这也是辰山植物园兰花研究团队的第五个成功登录的

兰花新品种。该新品种是“亚非拉曲”铜足兰（Grammandium
SAJVOL Episode），经过 8年精心培育，通过远缘跨属杂交（Gram⁃
mangis ellisii × Cyrtopodium polyphyllum）而成。该新品种的母本附

生型的铜斑兰（Grammangis ellisii）所属的铜斑兰属仅有两种，分布

于马达加斯加东部森林中。其假鳞茎为奇特的四棱形；叶肉质，即

使在不开花的时候也非常引人瞩目。花莛壮丽，多至20朵花。花大

型，为黄褐色和铜褐色，萼片上有显眼的条纹状图案。其父本Cyr⁃
topodium polyphyllum是兰科弯足兰属，附生、石生或地生，来自巴

西和玻利维亚，假鳞茎长圆锥形，叶披针形 3脉，具褶皱。花大，嫩

黄色。

该新品种遗传了双亲的优良性状，花莛优美，并具有花朵数量

较多的特点，而花色较父母本则更加素雅。它的品种名“亚非拉曲”

寓意指来自非洲和拉丁洲这两种相距甚远的基因在亚洲奇妙地融

合，谱写出华丽的新“乐章”。

迎 春 花 刷 新迎 春 花 刷 新 ““ 早 开 记 录早 开 记 录 ””
本报讯 （记者 王毅俊）迎春花金黄灿烂的花朵，开放于冬春

之交，正好迎合了人们对春天的期许和向往，故此称为“迎春花”。

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暖冬”现象，也使得迎春花的花期越来越提前。

在上海植物园里，“匍枝迎春”竟在 2019年 12月 28日就绽放出金

黄的花朵，与往年相比提前了两周以上，刷新了“早开记录”。时下，

真正的“冬之花”蜡梅才进入盛花期，这“迎春之花”倒是赶在元旦

前就开放了，比梅花还早，实属罕见。

迎春是木犀科的落叶灌木，小枝绿色四棱形。3小叶复叶对

生，叶片常小于 3厘米。花冠 5裂，黄色的花冠直径 2.5厘米左右，

1—2朵生于一年枝的叶腋，枝条柔软，匍匐状。前段时间刚落叶，

紧接着就开了花。迎春的花期较长，一般有30—45天，又因本次开

花的时间特别早，预计今年的花期可长达 60天左右。主要是因为

隆冬时节的低温会延长开花时间，也会延缓部分花蕾的绽放，所以

整体花期将会延长。

迎春花中还有一种枝条直立的品种，不容易着花，开花也较

晚。栽培中更应注意修剪的时间和方式，避免强修剪或花前修剪，

而应采用花后强修剪的方式，将有利于新梢的培养和形态高度的

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