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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中国味”满满“艺术范”十足
珠海一批学校获省级称号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依法
服兵役和进行兵役登记是每个适龄
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和神圣责任。
记者近日从市教育局获悉，珠海市
符合条件的适龄青年须在2月15日
前登录“全国征兵网”尽快完成兵役
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规定，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
当年12月 31日以前年满18周岁
的男性公民，都应当进行兵役登
记，这是法律赋予每名适齡青年的
国防义务和神圣职责。今年符合
登记条件的青年，须在2月15日前
完成兵役登记。

据了解，根据《兵役法》等规定，
此次网上兵役登记的对象为2020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前，当年满

18周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参加兵役
登记；兵役登记时可申请应征报名，
也可申请暂缓应征。往年已参加过
兵役登记的，可登录网站对个人登
记信息进行核验更新并申请今年应
征报名。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我市进行兵役登记的重点
对象就是在2002年 1月1日至12
月31日间出生的、珠海市户籍的男
性青年。此外，今年满17周岁未满
18周岁的男性高中（含中专、职高、
技校）毕业生，本人自愿应征的也可
以进行兵役登记；大学文化程度未
满24周岁、高中文化程度未满22周
岁、初中文化程度未满20周岁的适
龄男性公民，未进行登记的须进行
补登。

在进行兵役登记时，我市适龄
男青年应登录“全国征兵网”，在网
上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打印《男性公
民兵役登记/应征报名表》，持此表
及身份证件前往乡(镇、街道)兵役机
关进行现场确认。兵役机关将按有
关规定确定其应服兵役、缓服兵役、
免服兵役或不得服兵役，并填写和
发放《兵役登记证》。

据悉，兵役登记是一项带有
一定强制性，针对适龄男性公民
的法定责任。而应征报名则是应
服役青年正式报名去当兵，带有
一定的自愿性。应征报名的适龄
青年经过体检、政考和审批定兵
等一系列环节后，方能进入部队
正式服役。

那么，不想参军的适龄男青年

该怎样登记？不参加兵役登记又会
有怎样的影响？

对此，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只
进行兵役登记，今年不想参军，可在
兵役登记最后一栏选择“只进行兵
役登记，申请2020年度缓征”，登记
完成后下载打印兵役登记表/报名
登记表交本人所在乡镇武装部，即
可办理《兵役登记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和广东省《兵役登记实施办法》等相
关法规文件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
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的，由县
级征兵办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
的，由县级征兵办强制其履行兵役
登记义务，并可以处以罚款。符合
服兵役条件未进行兵役登记的高校
新生不得办理入学手续。

今年兵役登记报名全面开启
市教育局：符合条件适龄青年须2月15日前完成登记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记者
日前从市教育局获悉，广东省教育
厅近日公布了“首批广东省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和“第
三批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名单，一批“中国味”满满、“艺术
范”十足的珠海学校榜上有名。

据悉，此次上榜首批广东省中
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名
单的珠海学校有五所，分别是珠海

市实验中学（传承项目为书法）、珠海市
第十一中学（传承项目为中华软陶制
作、中华武术）、珠海市金海岸海华小学
（传承项目为三灶鹤舞）、珠海市斗门区
白蕉镇灯笼中心小学（传承项目为沙
田民歌）、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五山中
心小学（传承项目为装泥鱼）。

上榜第三批广东省中小学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名单的珠海学校有11
所，其中，珠海市斗门区第四中学的

艺术特色项目为陶艺；珠海市金湾
区小林实验小学的艺术特色项目
为剪纸、葫芦丝；珠海市香洲区广
生小学的艺术特色项目为沙田岭
南文化特色项目；珠海市第九中学
的艺术特色项目为“让艺术造就善
美校园、让艺术点亮善美人生”；珠
海中大附中（唐家中学）的艺术特
色项目为非遗项目《鸡山牛歌》口
风琴、电子琴教学、水粉画；珠海市

平沙镇中心小学的艺术特色项目
为领雁特色艺术课程；珠海市香洲
区荣泰小学的艺术特色项目为古
筝；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的
艺术特色项目为街舞；珠海市斗门
区井岸镇第一小学的艺术特色项
目为班级管乐队；珠海市斗门区
实验小学的艺术特色项目为小学
生管乐团；珠海市红旗中学的艺
术特色项目为合唱、美术。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记者
1月13日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获悉，一年一度的港澳台青年文化
体验与文化认同系列活动——“看
中华·港澳台青年影像计划”近日
在珠海正式启动，该活动旨在让港
澳台青年通过实地拍摄，用镜头去
发现祖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发展之美，了解祖国的建设发展和
成就。

据了解，“看中华·港澳台青年
影像计划”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影像传播研究中心开展的一项
港澳台青年文化体验与文化认同
项目。成立于2019年7月的北师
大中国文化影像传播研究中心，将
突出珠海校区区位优势，聚集港澳
台优质影视教育资源，以影像在文
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服务于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发展，增强港澳居民
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助力打造开拓
创新、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大湾
区文化。

据介绍，“看中华·港澳台青年
影像计划”以影像为介质，广泛邀
请来自港澳台地区不同教育背景、
不同视角的青年电影人来内地（大
陆），用镜头讲述所见的祖国故事，
展现祖国的质朴与繁华、古老与时
尚。该项目将在设定的中国文化
主题中，安排港澳台青年学生与内
地（大陆）青年学生一对一配合，每
组拍摄完成10分钟“看中华”系列
纪录短片。所有作品成果将在粤
港澳台高校及新媒体平台进行展
播。为内地（大陆）与港澳台的青
年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增进
相互了解。

今年“看中华·港澳台青年影像
计划”为港澳台青年文化体验与文
化认同系列活动的第一期。该活动
注重反映珠澳协同发展方面的成
就，“对澳门供水的竹仙洞水库建
设者”“在珠海创业的澳门人”“澳门
人的珠澳穿梭生活”等拍摄选题在
众多选题中脱颖而出。

用镜头了解祖国之美
“看中华·港澳台青年影像计划”在珠启动

推荐人：王忠容，珠海市实验中
学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广东省中小
学名班主任、珠海市先进教师、珠海
市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从教高
中语文教学24年。

推荐书籍：《至味在人间》
书籍作者：陈晓卿
推荐理由：推荐这本书首先出

于该书的内容充满世间烟火气息，
有滋有味，有芬芳的人情之美。这
是美食专栏作家陈晓卿近10年里
写出的啜饮随笔集合，该书重点不
是在介绍美食，而是在讲真情。全
书将纯真朴实的文字化作色香味俱
全的原料，以散文作为精致的餐具，
佐以咸淡相宜的人情之盐，把人世
间与食物有关的那些可爱的人、那
些有趣的事、那些温暖的情通过“蒸
炒煎炸”著成此书。

从千里之外的江湖至味到灵魂
深处的家乡味道，书中所描绘的归
根结底在于直抵人心：吃什么、在哪
里吃这些问题远不如“和谁吃”来得
重要，人间至味往往酝酿于人与人
之间。

汪曾祺曾语：味道是一种很奇
特的感觉，有时候不在于菜式的本
身，而是在于那时节、那人和那情
感。突然想起白居易的诗：“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总让人产
生美好怀想：漫天风雪之夜，邀请
老朋友来饮酒叙旧，屋外寒风瑟
瑟，屋内火炉炽热，想必那酒也是
至醇至烈，因为情意浓浓，这样的
友情弥足珍贵。

推荐这本书还因为其文字活
色生香、幽默诙谐又亲切可爱，令
人读后忍俊不禁，快然自足。作者
认为“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
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
是开始闹情绪。乡愁竟然这么简
单，而我们的肠胃其实都有一扇
门，是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
无论你漂泊在哪里,门或者已经残
旧,但一直等待你童年味觉想象的
唤醒。这是极端个人化的体验，就
像我，一碗汤，吱呀吱呀地开启了
我对食物的初始味蕾的记忆。”在
对“食物”的描写和体悟上，不仅是
吃那么简单，而是味觉里包含着人
情、乡愁、记忆。而在《父母大人
的饮食偏好》一文中，作者写道：

“真的，这么多年，我爸我妈最爱
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真想不出
来……回到北京后，儿子在父母那
里住了几天。接他的时候我问：

‘过了这么多天，你有没有发现爷
爷奶奶最爱吃什么呀？’儿子认真
地想了半天，肯定地回答说：‘剩
菜。’”这段话是作者的幽默，同时
也直戳读者泪点，父母无私的真
情，我们从小的喜好父母一定记得
很清楚，可是，我们是否记得含辛
茹苦的他们的偏好？

生活有情处，人间滋味多。美
食家沈宏非对陈晓卿评议道：吃喝
有道，写字有气。写吃，有地气，酝
酿于丹田，厚积于舌根，薄发于舌
尖，逆向深入泥土，深入人心，更有
人世炎凉的感悟。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情到深处滋味浓
——读《至味在人间》有感

《至味在人间》书封。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教育”二
字的？

尹祖荣：教育，作为人类社会
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其产
生之日，就具备了价值属性，且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自身的
不断完善，其价值也愈来愈大，以
至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将
其作为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
段，每一个民族也试图通过发展教
育去提高民族整体素质。 所谓教
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
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
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
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由
不同价值观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
评价观，不同的教育评价观又不同
程度地制约着学校的教育行为。

教育的基本职能是以人为对
象，去唤醒人、激励人、转化人、培
养人、发展人、完善人，在促进个体
社会化的过程中，也使人不断个性
化。教育是一个以提高人的价值
为特征的价值追求、价值实现过
程；只有既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又
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同时满足民众
暂时需要的教育才是有效的；只有
在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的交汇处
所做的教育才是有生命力的。

尹祖荣，教育硕士，中学数学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湖
北大学硕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学部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
中心客座教授；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专
家库人才，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广东省特级教师协会理事，广东教育督导
学会第三届理事，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委
员；珠海市特级校长，珠海市首届名校长，
珠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

曾发表数学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论
文 70 余篇，主编或参编出版书籍 16 本。
其教育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奖一项，省级
奖二项，市级奖三项。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9年11月20日，珠海市第二中学
校长尹祖荣曾在参加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
成果公益博览会时，就“立德树人”“文化养
人”以及大湾区教育创新发展等教育热点
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追寻教育真
谛的路上，尹祖荣始终严于律己，身体力
行，做师德修养的示范者；真心办学，用心
育人，做教育事业的钟爱者；精神滋养，文
化浸润，做教育思想的引领者；锐意进取，
勇于创新，做教育管理的探索者……

近日，尹祖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分享了他的教育理念和心得，以及对“我们
应该怎样做好新时代的教育”的思考，并希
望借助媒体平台，让更多读者来共同关心
和思考这一话题。

记者：如何理解“文化养人”？
尹祖荣：学校文化是学校及其

成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
的并被大家自觉实践的价值标准、
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学校文化
具有陶冶功能，有利于塑造学生健
全人格；具有规范功能，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具有激励功
能，有利于促进师生成长；具有凝
聚功能，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具
有导向功能，有利于实现发展目
标。文化养人需要通过“精神文

化”和“物质文化”两方面进行，“精
神文化”包括课程文化、课堂文化、
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社区文化等；

“物质文化”涵盖了设施齐全、设备
先进、布局合理等。

学校实现“文化养人”，培植优
良的管理文化是保障，构建优异的
课程文化是根本，培植有活力的课
堂教学文化是渠道，培育优美的教
师文化是关键，建设优秀的学生文
化是目标，打造优异的物质文化是
基础。

记者：“只有在理想教育与现
实教育的交汇处所做的教育才是
有生命力的。”该怎样理解您说的
这句话？

尹祖荣：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
主体，人要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的需
要、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民众
和家庭成员的需要，这些需要的不
同类型构成了不同的教育类型，即
理想教育和现实教育。所谓理想
教育，就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
尊重人类成长规律的教育。所谓
现实教育，就是满足民众要求的升
学教育。在我看来，理想教育是一

种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对学生
终身发展负责的教育；现实教育则
是一种对民众暂时负责的教育，对
学生眼前负责的教育。

简单理解就是，理想教育就是
代表国家意志的“素质教育”和专
家学者谈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
育”，现实教育就是为了满足民众
迫切的升学需求而进行的教育，它
只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暂时需求。

我个人认为，过于理想的教育
无法生存，仅有现实的教育缺少生
命，我们只有在理想教育与现实教
育的交汇处做教育才能达到平衡。

记者：多年来，您真心办学，
用心育人，立志做师德修养的示
范者、教育事业的钟爱者、教育思
想的引领者、教育管理的探索者，
那么您的教育理念或者信条是什
么？

尹祖荣：我的教育思想是“文
化养人”，即“以优良的校园文化滋
养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我的教育

信条是“视教育如生命，有崇高情
怀；视学校如家庭，有豁达胸怀；视
学生如己出，有终极关怀。”因此，
无论是在石首一中、斗门一中担任
校长的时候，还是在市二中担任校
长期间，不论工作环境如何改变，
我始终保存着对教育事业的一份
钟爱，对教师的一份友爱，对学生
的一份真爱。

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体育、
美育、劳动教育一直被视为短板。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10 日表示，
2020年要对准这些短板弱项精准
发力，推动教体相融合、划出美育硬
杠杠、构建劳动教育责任链条。

在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陈宝生说，教育部门要主动与体
育部门建立常态化协商沟通机制，
共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要深化
学校体育中考等评价改革，引导提
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他表示，为加强美育，2020年
要在改条件、改教学、改评价上攻
坚。要持续推进学生艺术素质测

评，总结地方将艺术科目纳入中考
的经验做法，把学校美育工作纳入
督导评估和考核体系，让“软任务”
成为“硬指标”。

在劳动教育方面，陈宝生说，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正在
抓紧制定。劳动教育要培养劳动情
感、劳动技能，培养吃苦精神、奋斗
精神，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手脑并
用，实实在在地干活，实实在在地出
力流汗。要细化大中小学各学段劳
动教育目标、内容、项目、方式、评价
等，建立教师、经费、基地等支撑体
系，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场所利
用起来。 据新华社电

对准短板弱项精准发力

体美劳教育将从
“软任务”变为“硬指标”

专访珠海市第二中学校长尹祖荣：

怎样做好新时代教育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12
日上午，“珠海书写力首届师生硬笔
作品展”开幕式暨颁奖典礼在我市
图书馆举行，共展出6-13岁青少
儿硬笔书法作品130余幅。

展出作品根据作者学时长短
等方面的不同，从“笔画基本功到
百字再到诗句篇章”进行设计，并
通过精美的装裱进行布展。每一
组展品前都安排了简洁优美的“观
展导语”如：“教学相长、桃李芬芳”

“功夫就是这样练成的”“一笔一
划，铁划银钩”“一字一格，端端正

正”等，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书写作品
集合展出成为了本次展览的一大特
色。

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次
展览，让每一个参展的孩子在展览中
得到锻炼，在展览中得到、提高自信，
在展览中学习。更重要的是，希望通
过展览激发更多同龄孩子对书法的
兴趣，也让更多的家长了解汉字书
写，了解文化传承的意义。

本次展览由珠海市硬笔书法协
会指导，珠海书写力主办，珠海美苑
圆方教育承办，珠海市图书馆协办。

“一笔一划，铁划银钩”
130余幅青少儿硬笔书法作品在市图书馆展出

近日，珠海市
香洲区云峰小学
举行了“经典诵
读，润泽童心”系
列展演活动。孩
子们用一场富有
特色的经典诵读
活动喜迎新年。
悠扬悦耳的音乐
和朗诵声为观众
们展现中华文化
的丰富内涵。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摄

““经典诵读经典诵读，，润泽童心润泽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