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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衢州中专，有这样一位
老师，常年穿着一件袋口泛白的摄
影背心，顶着一头有些蓬乱的头
发，胸前挂着一个相机，穿梭在校
园的各个角落。他就是学生崇拜
的偶像，同行景仰的师长，衢州市
摄影名师陈晓峰。

走进陈晓峰的工作室，记者立
刻被数百副针孔 摄 影 作 品 所 吸
引。其中两幅格外引人注目：一
幅是以几十米高的烟筒为轴心，

拍摄太阳运行轨迹。照片成像后
太阳由圆型变成了一道道数不清的
弧线；另一幅是在两棵千年古松间
拍摄太阳365天的分分秒秒。

“在他的作品里你能感受到太
阳的永恒存在。他把时间的样子
描绘成锋利的线条，而这些明亮的
线条是自宇宙诞生起就已经存在的
风景。”《摄影之友》编辑屈露露说。

当大多数摄影人在比拼摄影
装备和图像处理软件时，陈晓峰却
逆潮流而行，开始针孔摄影。

由于用针孔替代了光学镜头，
通光量的减少，增加了曝光时间，
与普通摄影记录精彩瞬间不同，针
孔摄影往往记录的是一段光阴流
逝的痕迹，一张照片往往需要长时
间的拍摄，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
年，甚至更长时间。

2012 年,陈晓峰用一个去掉

镜头的针孔相机，拍摄了第一张记
录日轨的照片。照片里出现一条
带圆弧的太阳轨迹，他立刻被这条
流畅、壮观的弧线所吸引。在这之
后，在他的心里，太阳不仅仅是一
个光点，而是一条深深的弧线。

他的头脑里常常出现经过针
孔汇聚光点，像激光一样缓慢而坚
定地雕刻着底片的画面，无论地球
上发生什么，太阳还是照常运行
着，不为所动。

从第一次把衢江区云溪砖瓦
厂的大烟囱作为背景，进行针孔摄
影创作以来，这个别人眼中荒无孤
寂的地方，陈晓峰来过不下百次。
近三米高木桩上的大木箱子里装
的就是陈晓峰自己制作的针孔相
机——达·芬奇号。

在衢州中专，陈晓峰有一个全
校面积最大的工作室，足足有 240
平方米，里面没有多少高科技设备，
却是摆满了各种简易实用工具。

从用海鸥相机改装第一台针
孔相机开始，用字典制作的沈括
号、用木板和 PVC 管制作的墨子
号、赵友钦号，成系列的牛顿号，在
这个工作室里陈晓峰和他的学生
们已经制作了十几台针孔相机。

陈晓峰自制针孔相机、对针孔
摄影的痴迷与专注，也让他的教学
如虎添翼。

透视和空间想象是结构素描
教学中的学生最难理解的地方，原
来几何体模型都是用石膏制作的，
内部的透视关系只能靠想象。陈
晓峰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系列
透明的几何体模型，帮助学生理
解。一块普通的黑板，他钉上一颗
钉子，系上绳子，立马就变成了学
生们学习空间透视关系的利器。

他相信每个学生都是本性善
良、渴望向上的，他待顽皮孩子越发
真诚，小心呵护着青春期学生敏感
脆弱的心灵，无论是他的美术课还
是摄影课，在学校里都“圈粉”无
数，还有慕名而来蹭课的。

陈晓峰老师的镜头，不仅关注
了校园，还对准了整个衢州。他的
执着与专注，在衢州，也成为一个
传奇。

从南宗孔庙到烂柯仙山，从文

化飞地廿八都到古田山下的中秋
草龙，从淡定的剪纸老人到巷口
卖油炸粿的大妈⋯⋯《古城系列》
是他和拆迁队赛跑着记录古城的
完整风貌，为古城留下珍贵影像；
为了《廿八都系列》，他连续两年
寒假驻扎拍摄，而妻女也陪他一
起在他乡过了两个年；《女儿系
列》里，他十八年如一日，从女儿出
生到今天，坚持每天为女儿拍一张
标准照。

上世纪 80 年代，陈晓峰曾怀
揣着 26 元钱，独上西藏创作，回来
后办了一个名为《西藏是一种境
界》的摄影展。

无论地球上发生什么惊天动
地的事，太阳还是照常运行着，不
为所动，陈晓峰就是这样专注于
艺术创作与教学，书写着自己的
不一样的人生，既成就自我，更光
照他人。

制作透明模型破解教学难题 与拆迁队赛跑记录古城风貌

他用“针孔”追逐太阳
特约通讯员 谌涛

我身边的
好老师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通
讯员 陈章祧） 只要取得竞赛奖
项、科研成果、职业资格证书，
或参与发明创造、创业活动、实
践活动等并取得成果，那么学生
在每学年结束后就能拿到除专业
成绩单外的另一张成绩单——创
新创业成绩单。这是仰恩大学今
年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推出的
又一创新举措。

“创新创业成绩单注重对学
生创新思维方式、实践创造能力
的评价。”该校教务部主任郑兆
领介绍，该成绩单量化记录了学
生开展创新活动、创业实践的情
况，学科竞赛、创业活动、大学
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暑期实

践、发表论文、考取资格证书等
都被纳入其中，并以创新创业学
分或素质能力学分的形式直观展
示学生每一学年进行创新创业学
习实践的成果。

郑兆领说，学校给学生认
定出具创新创业成绩单，一方
面旨在充分发挥该成绩单的导向
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创新创
业实践等方面活动的主动性与积
极性；另一方面可主动适应用人
单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的
需求，促进学生好就业、就好
业。另外，学校将会把学生创新
创业成绩单寄送给家长，让其及
时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及综合素
质培养情况。

仰恩大学

给学生出具双创成绩单

石头，普通得俯身可见。
这里曾鹅卵石遍地，学校迁

至现址大石桥，桥下的巨石承载
人们渡河抵岸。大石街道、大石
桥、鹅卵石，地处重庆合川北部的
大石中学从这些投缘而来的石头
中获得灵感，提炼出厚重、沉稳、
质朴、谦逊、坚毅、永恒的“石头精
神”，从校名到校园景观、从教室
到课程、从学生到教师，无一例外
都与石头息息相关。

石韵声声，以石美校

步入大石中学，映入眼帘的
除了宽阔的校园、葱茏的树木，最
吸睛的是石头林立，石建筑比比
皆是，“开门见石”毫不夸张，从石
园到石峰，从石门到石栏，从石柱
到石屏，从石刻到石文。

记者边走边欣赏着校园八
大石景，“石峰园雕刻着石头的
传说、诗文、演变历史，图文并
茂，石英墙和淑秀苑汇聚了典型
的英雄和巾 帼 女 豪 ，处 处 有 雕
刻，处处有石语，处处有石韵。”
随着高二语文老师刘晓丽的解
说，记者仿佛进入了一个石文化
的大观园。

“每一个大石中学的新生首
先要接受‘石文化’教育。”刘晓

丽介绍说，从石头的传说、种类、
成语，到大中“石文化”，了解“石
头精神”的内涵，激发学生对“石
文化”的热爱。

学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到
户外山间认识家乡，认识自然，认
识石头，每个孩子会带回寄寓自
己的“形象之石”，要拟定 3 年成
长计划，每天记录心路历程，写下

“今日石语”，在 6 个学期中培养
“厚重、沉稳、质朴、谦逊、坚毅、永
恒”6种品质。

“刻苦是你身上凸显的力量，
优秀是你身上折射的符号，榜样
是你身上的代名词。当岁月潺潺
流淌成河，你是班级大海中一朵
激情飞扬的浪花。”初三（3）班苏
洪尘获优秀“厚重之石”称号后，
这样的颁奖词让他激动了好久。

与石共舞，以石化校

每天上午 9：30－9：50 课间
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只见
全校班级统一编排成队形，3000
余名师生统一入场、组队、造型，
共同演绎气势恢宏的集体秧歌
舞。

秧歌舞大课间课程仅仅是石
文化课程建设之一。学校以石头
精神为内容，通过主题课程、渗透

课程、体验课程、活动课程等，着
力建设好石文化鉴赏课程、小石
头成长教育课程、精美诗文诵读
课程、主题绘画课程、军旅文化
课程等精品课程，培养具有为人
纯朴、为学精专、内方外圆、通达
四方的石品学子。

走过蜿蜒曲折的石沁园，灵
石各异，校长马龙才介绍，“环绕
操场边近 4 亩来地原来就是一个
垃圾场，我们充分利用校园的每
一个角落，让石头说话。”如今，这
里有大小石头几十块，是师生们
课余休闲的地方，走走、说说、画
画，趣味盎然。

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一个外出的老师都要带两块石头
回校。

去年夏天，初三物理老师李
航自驾游川西，从宝兴县带回了
一块汉白玉，“通体雪白，远望像
一片雪”，即使有 100 多公斤，但
看见石头就着魔的李老师，还是
毫不犹豫地出手，这块“宝贝”现
收藏在学校奇石鉴赏馆里。

点石成金，以石扬校

“石头精神”影响着大中人
的教学人生，每位教师都总结出
自己对“石头精神”独特理解的

话语。
一位教师总结的“石”语：“石

头之‘真’在于本色，石头之‘珍’
在于庄重，石头之‘争’在于奋发，
石头之‘增’在于积累，石头之

‘臻’在于境界，我愿用石头的‘五
字真言’伴我教学人生。”

“‘石文化’的构建，为大中发
展寻根，为大中师生护航，为大中
品 牌 立 言 ，助 推 了 学 校 品 质 提
升。”马龙才说道。

数据最有说服力。学校从原
来的初级中学、高完中、综合高完
中，到如今的特色学校、联招学校
跨越发展；从10个班、30个班、70
个 班 的 300 人 、1000 人 、4000
人，逐年递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 农 村 学 校 ，到 2013 年 、2014
年、2015 年连续 3 年以高完中考
核分第一名获得区教育系统年度
综合目标考核一等奖。

“校园文化在实践和探索中
思考、孕育、打造而成，我们做到
了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
信同步走。”展望未来，马龙才校
长成竹在胸：“倾力打造自然生态
园、书香生态园、人文生态园，建
成有教育文化特色的‘三园’生态
学校。”这不仅仅是憧憬，学校已
经在行动。

校园里“神”来之石
——重庆市合川大石中学“石文化”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胡航宇

■基层速递

四月春光明媚，山东省高密市河崖小学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开设了“春天课
程”，组织孩子到桃园、田野分系列开展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农历诗词诵读、花季故
事会、万花筒知识演讲、桃花红了绘画歌舞等活动，让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春天的
气息，激发孩子们的乐趣。 孙世杰 孙哲 摄

人物不求高大全，只求亲切自然；不愿孤苦
贫寒，但求乐观幸福；无须面面俱到，只求一点
闪光。来稿请注明 【我身边的好老师】，邮箱：
zgjybjcxw@163.com。此栏目为常设栏目，我们会
一直等您走来！

■看基层

“春天课程”与你有约

本 报 讯 （记 者 禹 跃 昆）
“ 心 血管病呈现低龄化、年轻
化。”“家庭教育则是预防心血管
病等慢性病的‘第一医生’。”近
日，在家庭健康传播志愿者公
益项目启动暨慢性病防治和安
全 用 药 志 愿 者 团 队 成 立 仪 式
上，众多专家针对慢性病防治
发表上述观点。

最新数据显示，慢性病已成
为中国人健康的头号威胁。在每
年约 1030 万名因各种因素导致
的死亡者中，慢性病所占比例
超过 80%。以高血压为例，我
国 每 年 高 血 压 医 药 费 400 亿
元，其并发症治疗费用更是惊
人，给国家和患者造成严重的
经济负担。因此，慢性病防控
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重要又急
迫的问题，而解决慢性病的危
害根本在于有效的防控。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
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仍然
处在对慢性病知晓率低、治疗
率低、达标率低的状态。部分患
者治疗不规范，不能坚持持续治
疗，或只重视药物治疗，而忽略
不良生活方式改变等，使慢性
病不能有效控制，甚至造成严重
后果。

“当前心血管病等慢性病越
来越呈现低龄化、年轻化。”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
峰指出，这为慢性病防治增加了
新的难度和风险。因此，慢性病
防治重点在于开展全民教育，引
导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和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推动预防工作关
口前移。

“家庭健康教育是预防慢性
病 的 首 要 环 境 ， 是 ‘ 第 一 医
生’。”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
任姚宏文认为，个人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是影响健
康的最重要环境。启动家庭健
康传播志愿者公益项目及成立
慢性病防治和安全用药志愿者团
队，就是希望以志愿服务为纽
带，汇聚各方力量做好慢性病防
治工作，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健康
素养和水平。

施 慧 达 药 业 集 团 总 经 理、
慢性病防治与安全用药志愿者
团队负责人刘凤江表示，该项
目计划用 3 年时间，达到“汇
聚三千力量、实现 1%目标”的
愿景。即组建至少 1000 名的医
学或药学专家队伍、1000 名基
层医生的讲师队伍和 1000 名服
务志愿者队伍，实现我国每年心
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的目标。

心血管病呈现低龄化

家庭教育是
预防慢性病
“第一医生”

■特别关注

■一线观点

陈晓峰摄影作品陈晓峰摄影作品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于金
龙）近日，安徽省淮北市教育局建
立教育信息化建设专家库，首批
聘任27名成员，以切实提高教育
信息化建设的科学化、专业化、集
约化、规范化水平。

淮北市教育信息化专家库是
在淮北市教育局和淮北市信息化
领导小组领导下，对全市教育信
息化建设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
导的专家组织，旨在保证教育信
息化相关项目建设、运营维护与
教育信息化建设业务服务的科

学、规范、协调与高效，发挥专家
学者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规划、政
策制定与项目立项、验收、评估
等方面的咨询、指导作用，确保
信息化工程充分发挥作用和应用
效益，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
代化。

专家库首批聘任了 27 名成
员，主要由淮北市教育系统教育
信息化领域具有深入研究和丰富
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并进
一步统一了工作标准要求、实施
规范。

安徽淮北

建立信息化建设专家库

本报讯（记者 李见新 通
讯员 张运昌 马合强）近日，

《洛阳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等
级评定与分级管理办法》及相关
实施细则出台，明确了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制度、人防、技防及物防
等相关标准。该市对学校安全等
级评定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
否决”，并根据相关标准进行 A、
B、C、D、E5 个等级评定，实施分
类管理，每年调整公布一次。

在人防方面，洛阳规定要建
立专兼职相结合的校园综治与
安全工作队伍。每个校区一般
应配 3 名以上专职保安，规模较
大（学生 1500 人以上）的要适当
增配专职保安数量。专职保安
要持证上岗，执勤要携带防暴头
盔、橡胶警棍等防御器械。在物

防方面，学校围墙（围栏）高度不
低于 1.8 米，低于此高度的应具
有防攀爬功能；校门不低于 1.7
米且可有效防护 5 人以下集体
冲撞，校门处设置值班室或警务
室，配备必要的执勤防御性器
械。在技防方面，学校应设置安
防监控室，有人值班，视频监控、
报警信息应与公安部门天网工
程、110 报警系统联网。校园出
入口及门前两侧、学生宿舍楼等
重点部位，应安装视频监控系
统，并在适当位置安装主动报警
求助设备。

此外，洛阳市还要求各学校
每年安排 12 课时以上的安全教
育教学课程，安排专兼职教师从
事安全课教学，安全教育教师须
有教案并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

河南洛阳

每校须配专职保安3名以上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卞桂
富）近日，江苏省盐城市神州路
小学组织五年级学生到该市大
纵湖旅游度假区和“草房子”乐
园开展“你好，春天”研学活动。
学校校长孙梁玉介绍说，该校学
生大多居住在城里，对农村农事
了解很少，学校每年春季学期组
织一次“研学旅行”活动，着力帮
助学生了解乡土乡情、地方文化，
促进学生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深
度融合。

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
动是帮助学生了解国情、热爱祖
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盐城
市盐都区高度重视该项工作，要
求各学校本着教育性、实践性、安
全性和公益性原则，循序渐进地
将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纳入中
小学教育计划，与学校的德育和
地方课程等做到有机衔接。

“草房子”乐园位于盐都区
中兴街道周伙村，是儿童文学家
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描绘情
景的再现，目前已经建成集少
儿教育、乡土文化、乡村旅游、
体验基地为一体的儿童乐园，
实景般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农村小学的原型。“草房子”
乐园内设原始的儿童操场，孩
子们可以进行丢沙包、滚铁环、
打陀螺等游戏。乐园还设置了
传统的教室，可以看到复古的学
桌、黑板，还能再现传统复式教
学。在曹文轩文学馆可以品读曹
文轩的经典作品。

在“草房子”乐园研学的大冈
小学王竹君告诉笔者，“在这里，
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草房子》中
主人公男孩桑桑刻骨铭心而又
终身难忘的 6 年小学生活，加深
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与品读。”

位于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的
盐城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也
是盐都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活
动基地之一，每年盐都区都要组
织一大批小学五年级和初中的同
学到那里进行为期 3-5 天的实
践活动，学生们在实践基地可以
参加高空拓展、无线电测向、心肺
复苏等各项实践活动。

据盐都区教育局普教科科长
韦功介绍，关于“研学旅行”活动
的组织，区教育局有具体的规范
要求，凡是计划组织学生进行“研
学旅行”的，必须制订详细的活动
方案，明确时间、地点、路线等，到
教育局相关科室进行备案获得许
可，同时就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事
项，制订预案。

此外，盐都区教育局还明确，
参加“研学旅行”的学生必须是小
学四年级及以上学生，事前必须
通过告家长书等方式征得家长或
监护人的同意。在基地的选择
上，必须是教育部门确定的活动
基地，同一学生在某一学段内到
同一基地活动以一次为限。就费
用收取方面要求学校严格执行服
务性收费要求，不得从中谋利，更
不得乱收费。就学生乘车安全方
面，盐都区教育局规定组织学生

“研学旅行”必须乘坐校车服务公
司的国标校车。

江苏盐城盐都区精细化组织管理研学旅行

“草房子”里的大课堂

■基层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