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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和回应让旅途美好而有趣
程颢

壮游是需要规划的。这一次，
我们主要走了黄河和 《西游记》 两
条线路。

沿河而下，我们既体验了临夏
刘家峡水库清澈安静的黄河，又看
到了兰州铁桥下混浊缓流的黄河，
还领略了壶口瀑布狂卷咆哮的黄
河。从一条河的不同面，来认知事
物的不同面，进而联想到每个人也
不止一面。接受事物的不同阶段，
才能丰富自己的认知。

我们也循着 《西游记》 的故事
轨迹，从取经路上的吐鲁番火焰
山，到保存经书的西安大雁塔，再
到孙悟空生活的连云港花果山。用
行走重读经典故事的场景，给大成
增加了更多的好奇和兴趣。

感受时间的意义

地图上查不到，导航也没有具
体地址，这就是国家授时中心的神
秘感。在规划这次壮游路线时，我
就问大成，想不想看看北京时间是
怎么来的？大成当然充满好奇。

经过朋友协调，历经层层关
卡，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只有武警持
枪把守，没有任何门牌的院子，而
且被告知：不能乱摸，不能拍照。

授时中心地处中国大陆腹地，
离中国大地原点泾阳仅 100 公里，
便于发射的时间信号覆盖全国。在
梁工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地下掩
体，了解到这个地下工作平台就是
发射短波和长波的发射区，可以防
御原子弹。

走出地下空间，梁工领我们来
到他现在工作的一层小楼，门口有
武警持枪站岗，即便是梁工，也要
重新出示证件才可进入。路上我们
经过授时中心的办公大楼，被告知
这里可以拍照留念。原来网上流传
最多的一张照片，拍的就是这座神
秘的大楼。

很多人问我，带大成这么小的

孩子来这样的地方有什么意义？其
实，我就是想让他有一种发现：任
何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比如时
间，也许被视而不见，也许被认为
理所当然，但只要稍微关注一下，
亲自去了解一下事情的过程，就会
发现一切皆有出处，皆有来历。

这次的北京时间之旅，让大成
印象深刻。“爸爸，我们有了时间
之后，才会记录着发生的事情。”

“是的，也才可能去规划还没有发
生的事情。”

体验攀登的意境

从运城到永济一个小时车程，
我 们 吟 诵 着 王 之 涣 的 《登 鹳 雀
楼》，来到向往已久的鹳雀楼，亲

身体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之意。

我们一口气登到顶层，黄河就
在天边，只是能见度不高，看不见
群山。在此放眼黄河，有来处，有
去向，有一种在天地间纵横沧海之
感。我们俩凭栏远眺，十多分钟谁
都没有说话。我们都想把眼前的这
份辽阔装入心中。可惜景点 6 点关
门，我们没有等到夕阳下黄河和鹳
雀楼的完美组合。

“爸爸，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走出鹳雀楼，大成拿起我的手机，
吟诵起“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我一看，原来是在给妈
妈发送语音。这一刻，我分明能感
受到他“更上一层楼”后的那份感
慨和自信。

在壮游尾声，我们选择了泰
山。用一种体力上的竭尽全力，来
回味一路的收获；用最为笨拙的攀
登，让近一个月的旅程逐渐入心。

我们住在泰山脚下，雨下了一
夜。睡前，大成把在孔庙买的孔子
像、书签和戒尺摆放在床头柜上，
看 大 成 对 孔 子 像 非 常 喜 欢 ，我 问
道：“大成，要不要把孔子像带着一
起登泰山？”大成欣喜地点点头。

第二天，我们手持登山杖，从
中天门开始向玉皇顶攀登，视线里
是仿佛永远爬不到头的阶梯。回来
时路过“孔登岩”石刻，这是目前
被发现的泰山最高处的孔子遗迹。
大成兴奋地拿出孔子像与其合影。
从孔庙到孔登岩，在壮游路上彼此
回应。

在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我们
遥想孙悟空用芭蕉扇熄灭烈焰去西
天取经；来到西安，我们探访保存
经书的大雁塔；我们在兰州看到缓
缓东去的黄河，又在临汾聆听黄河
的咆哮。这样的相遇和回应，让旅
途变得美好而有趣。

尊重孩子的感受

壮游的最后一站我们选择了山
东淄博，主要是为了拜访一位十几
年的老友，著名华人教育家王修文
博士。他“无条件地爱每一个孩
子”的教育理念，创造了很多教育
成果。王校长非常认同我们的父子
壮游，一见面就和大成讨论旅途见
闻。这样的引导和鼓励，让大成特
别兴奋：“王校长，我可以给您讲
我壮游的故事吗？我都画了出来。”

“好啊。我特别想看你画的故
事。”

见面不到三分钟，大成便沉浸
在自己的两本画本中。午餐后，王
校长主动跟大成说：“我还很期待
你把你画的壮游故事讲完，我很想
听。”这份善始善终的相处，让大
成非常高兴。他惦记着讲完自己的
故事，更开心王校长愿意倾听。

像尊重成人那样尊重一个小孩
子，其实就是教育。

乘坐高铁到达北京南站，壮游
结束那一刻，我建议：“大成，我
们拍张照片，纪念壮游凯旋。”“太
困了。”大成没有明显拒绝，只是
忠实于身体的反应。他心中没有凯
旋的字眼，只有真实和平常。

我不停按自拍杆，想拍下他微
笑的状态，想拍出一种凯旋的感
觉，可大成无动于衷。

用这样最平常、最不屑的方式
回到原点，大成似乎在告诉我：饿
了吃饭，困了睡觉；要么回家，要
么远行。壮游的结束就是新的开
始，哪有什么凯旋。

微言

父子壮游父子壮游③③

三年级的君君是个很聪
慧的男孩，热爱阅读，知识
面很广，头脑灵活，接受力
强，但是脾气很大，动不动
就发作，常常扰得前后同学
甚至整个班级都没办法上
课。

有一次早读君君来晚
了，神情不是太好，整个人
趴在桌子上，一会儿用力摇
晃自己的桌子，将前面同学
的椅子顶出去，一会儿又撞
击后面同学的课桌，满脸不
高兴。课间，老师发现他带
来两盒大头针在玩，为了避
免安全隐患，老师将大头针
没收，结果引来君君极度不
满，和老师在教室里大力拉
扯，大喊大叫。

安定下君君的情绪后，
我和他妈妈取得了联系。他
妈妈答复说：“今天早上我
唠叨得太多了，有点过了，
今天君君在学校的表现责任
在我，对不起！等君君放学
了我向他道歉，以后我会努
力和孩子好好沟通。”

君君妈妈的话，当时就
把我震惊了。时时反思自己
当然好，但反思的结果是把
所有的过错归到自己身上，
舍不得责备自己宝贝一点
儿，似乎就过了。

君君爸爸常年在老家工
作，妈妈独自带着君君和大
女儿生活在苏州。君君是家
里唯一的男人，得到两个女
人全身心的关爱。温柔的妈
妈用温柔的语调对儿子循循
善诱，温柔的姐姐什么都让
着比自己小很多的弟弟。全
面的温柔，亲人的忍让，轻
易的谅解，让这个本该坚强

的小男子汉变得自大、自
我、唯我独尊，把一切都想
得理所当然，俨然是家中地
位崇高的“小皇帝”。

孩子将极度自我带进了
学校，听不进老师的一点批
评，和同学相处不能吃一点
亏。自以为是的聪明，让他
不愿意认真听讲，多次和老
师爆发的“冲突”，都是因
为他在课上玩各种与学习无
关的物品。每次他妈妈总是
用最和蔼的语气，轻言慢语
告诉孩子：“要好好听老师
的话，做个好孩子哦！”这
样的语言，对一个八九岁的
男孩实在无关痛痒。

宠，是过分的爱，使龙
无法腾飞。过分宠爱就如同

“宝盖”罩住了“龙”，无法
腾飞的龙如何长成栋梁之
材？

爱可以造就人，但过了
头就可能变成足以毁了人一
生的“恶魔”。春风化雨固
然让人温暖，但家长更应该
有一定的威严，在原则性问
题面前保持绝对的权威，一
就是一，二就是二。太过温
柔或者所谓的“民主”，会
让孩子忘记自己的年龄，迫
不及待地认为自己已经长
大，无知而狂妄，不愿意
接受别人的批评教育。特
别是像君君这样有个性的
男孩，在是非观、人生观
形成初期，更应该给予比
较强硬的规则约束，让孩
子知道应该怎么做。不痛
不 痒 的 教 育 ， 雁 过 无 痕 ，
对孩子有害无益。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
园区星港学校）

过分宠爱
让男孩没有规则

王芳

高学 摄

“至善”的古训是新时期学校办学思
想的源泉。根据现代社会和人才培养的
特征，站在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学校
提出了“面向未来的教育不仅要提高人
的知识技能水平，更要引导人懂得从热
爱生命的角度，努力构建个人与他人之
间的和谐关系，追求个人与社会、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提升自我生命的意
义，获得自我生命的幸福感”。即“爱生
命、建和谐、求幸福”的办学思想，着

力构建“至善之光计划”特色课程。
“至善之光计划”课程面向学生发展

需要而设置。根据课程目标，确立了
“个体发展”和“协调发展”两大领域，

分 5 个系列，共含 60 个模块。“至善之光
计划”课程系列包括：至善之躯 （个体
能力提高与发展，高一年级使用）、至善
之境 （协调关系，守望自然，高二年级
使用）、至善之道 （和谐发展，共生共
荣，高三年级使用）。

以“特色之光”点燃学生心灵
——广东省广州市第四十一中学普通高中特色教育侧记

珠江沿岸，海珠腹
地，在教育这片蓝天下
广州市第四十一中学正
昂首跨进广州市名校行
列。广州市第四十一中
学创办于1958年，经
过全体师生几十年的共
同奋斗，学校从1999
年至2003年先后实现
了从普通中学跃升为广
州市一级学校再到广东
省一级学校的跨越式发
展。学校现有格局是
“一校三区”，在编在职
教师 248人，高级教
师 70 人, 占 地 面 积
42164.5 平方米。目
前学校是广东省现代技
术实验学校、广东省绿
色学校、广东省依法治
校示范学校、广东省书
香校园、广东省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校本培训
示范学校、广东省高中
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广
东省安全文明校园、广
东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
地、广州市首批市级健
康学校。同时，还是全
国青少年电子制作科普
基地、广州市青科协天
文专业委员会基地、海
珠区青少年天文科普活
动基地，被评为广东省
青少年科技教育特色项
目学校。曾多次荣获广
州市先进集体、海珠区
先进集体、海珠区师德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学校被广州市共青团组
织命名为“广州市青少
年学雷锋活动教育基
地”。校园环境优美，
写意深刻的校园雕塑、
流水潺潺的生态小景，
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化
氛围。

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学校紧紧围绕“为了每一位师生的发
展”的定位，追求“让起点相同的学生
在这里成长得更好”的育人目标,学校提
出了教师的“五项修炼”。即修炼课堂
力，让自己成为教学能手；修炼课程
力，让自己成为课程高手；修炼研究
力，让自己成为科研强手；修炼管理
力，让自己成为育德巧手；修炼思想
力，让自己成为“至善”品牌推手。

几年来学校特色活动取得大面积
丰收，多项成果获省市教育教学成果
奖，学校 《特色课程建设促进学校办
学特色形成研究——以广州市第 41 中
学“至善教育”特色课程为例》 获得

广东省 2017 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能力提升计划 （强师工程） 重点立
项。在特色课程引领下，学生增强了
自我意识和自主管理的能力，促进了
学生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处事方式
的改变，一大批学有特长的优秀学生
在天文、无线电、机器人等省市国家
科技类竞赛中脱颖而出。在体育竞赛
方面，学校在田径、游泳、击剑、羽
毛球、轮滑、足球、毽球等比赛中独
领风骚。近三年在科技、社团、学科
竞赛等方面获诸多荣誉：国家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9 项，
二等奖 32 项，三等奖 77 项；市级特
等奖 1 项，一等奖 22 项，二等奖 49
项 ， 三 等 奖 116 项 ； 区 级 特 等 奖 8
项，一等奖 75 项，二等奖 117 项，三
等奖 142 项。同时，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显著提高，初高中毕业班屡屡荣获
广州市高中毕业班或海珠区初中毕业
班一等奖。

学校将不断发扬“至善教育”文
化精神，进一步完善“至善之光计
划”校本课程，重点建设一批适合学
生终身发展的特色课程，以“特色之
光”整体提升学校综合实力，促使学
校优质、健康发展。

（牛应林 邝 娉）

1.2016 年 4 月，学校分别与华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州大学地
理科学学院、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
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签订了关
于“至善之光计划”特色校本课程合
作意向书，多方正式为广州大学教育
学院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
地、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教
育部门动态数学创科教育实验学校、
校长牛应林“广州市名教师工作室”
等进行了揭牌。

2.2016 年 8 月，学校国防班正式
开班，为了增设国防特色课程，2017

年 3 月与武警广东总队签订了军民共
建合作协议，与河南省郑州市回民中
学签订了“合作共同体”协议，与广
大附中签订了合作开办少年国防班协
议。多方正式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学
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等高校的优质
生源基地进行了揭牌。

3.2016 年 11 月，正式为暨南大学
优质生源基地、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优
质生源基地、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优秀
生源基地揭牌进行了揭牌，同时为广
东省第二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研究与实
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

依托学校的发展历史、区域特色，
围绕学校的发展方向，编制学校改造发
展规划，加快学校的软硬件改造和校园
微改造，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提升
学校文化品位，努力打造特色校园、文
化校园、诗意校园、智慧校园。

1. 以“至善”为主题推进校园文化
建设。学校依托海珠西门、工业大道的
区域特色，围绕“至善”教育这一主
题，以庄重、典雅、和谐的灰蓝为主色
调，全面改造学校的外貌，改造学校大
门，建设“至善之门”、“至善大道”、

“至善广场”、“至善文化长廊”、“至善
苑”等，物化校园精神和校园价值观，

让每一个师生都得到熏陶。
2. 以“诗意”为目标推进学校微改

造。学校通过优化布局、精心打造，把学
校的历史、典故物化、美化、景点化；把
过去的历史故事，变成今天的教育叙事；
把隐含的精神，变成课程的资源；把每一
幢建筑、每一面墙、每一棵树、每一个浮
雕都改造成教育的资源。学校在“至善
苑”修建了“状元桥”“文化石”；在图书
馆边修建“敬师亭”，建设连接教学楼、
图书馆、饭堂以及文体中心的风雨文化长
廊等。让走进校园的宾客，有看的景点，
有听的故事；让学校的老师，有讲的典
故，有教的资源；让学校的学生，有审美

的体验，有文化的熏陶，有榜样的力量。
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

3.以“智慧”为方向推进学校的软件建
设。在学校的建设改造中，学校以“智慧
化”“数字化”为方向，推进学校的软件建
设，通过云平台、物联网优化一校三区的资
源，实现办公无碳化、会议视频化、课程数
字化、课堂智慧化。建设视频会议室、智慧
图书馆、智慧课室、创客空间等一批先进教
学场室。目前，学校已经实现了整个校园的
无线WIFI覆盖，建成了四间高标准的智慧
课室，一间数学创客实验室，一间人工智能
数控创客实验室，为学生学习人工智能、3D
打印、物联网等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行“至善教育”之道，推进学校课程建设

实施校园改造升级，凸显新时期校园文化

特色教育构建发展目标

与科研院所合作，打造特色科研基地

“至善之光计划”课程理念的形象化诠释

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张景中等专家定期来校为
学生开展特色课程

我校罗连通同学获得第13届国际天文奥林匹克
竞赛金牌和最佳实测奖

国防教育重点打造和培养现代社
会领袖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