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林蔚

把书做薄，把教育做厚。这几

天，一篇源于清华附小六（4）班的文
章《当小学生遇见苏轼》让很多教育

界、文化界人士眼前一亮。

清华附小六年级的学生们利用

假期时间，进行了以苏轼为主题的

小课题研究。其研究主题包括《大

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

的朋友圈》、《苏轼的心情曲线》、《苏

轼的旅游品牌价值》等。

正如教育界专家所说:回归文化
初衷，这才是教育的应有魅力。

在“苏轼作业”中
探索世界

如今在我们身边，各种观察性、

探究性学习正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在

各中小学校亮相。

“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小草小

花是怎样成长的，如何做好植物标

本？”“什么是好玩的地心引力”……

今年秋期，小学生们迎来了科学课，

对于孩子们来说，动手动脑又妙趣横

生的科学课越来越受欢迎。早在今

年暑假，南阳市科技馆里就出现参观

者爆棚的情景，各种科学实验备受好

评，其中国学体验馆、非遗项目体验

馆通过经典诵读、茶艺茶道、非遗传

技等课程，进一步让中小学生在活动

体验中，充分感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与智慧……

“上课不是仅靠教科书，更不是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清华附小的这

种创新不仅弥补了当前中小学教育

的不足，更加强了对于文化学术研

究的基本训练，帮助孩子增加探究

周围世界的能力，将兴趣顺利转化

成为实际的成果。

从市城区一些中小学的反馈情

况可以看出，这种探究性学习当然

需要很多“配套”，其中除了硬件，还

需要学校的统筹安排，老师的教育

理念更新、教学水平升级，甚至家长

的引导、助力……

在“放飞自我”中
感知未来

做过史铁生研究、鲁迅研究

等，明年学校还计划进行朱自清研

究……其实，类似苏轼研究的小课

题在清华附小并不是头一次。

在我市一些学校，也在尝试开

始小课题研究，低年级观察树叶、

白河；中年级开始研究生活中的

现象，比如农历节气的由来；高年

级整合主题的内容研究，打通全

科教学。在市第十五小学、第十

三中学等中小学校，还成立了多

个汉字书写探源小组、诗词成语

学习小组、科学实践小组、书法艺

术小组……

教育界人士称：有人认为让孩子

从小学习琴棋书画就是素质教育；也

有人认为，让孩子尽可能早、尽可能

多地掌握一些知识、技能，具有更多

竞争优势，就是素质教育……其实，

技术的习得是一回事，而素养的形

成却是另一回事。最重要的是要让

孩子以探索、发现的兴趣参与到学

习实践中，“放飞自我”，慢慢培养各

种能力，而不受“标准答案”、条条框

框的束缚和干扰。

可能这些“放飞自我”的方式在

短期内看不到分数上的变化，但它

必将成为让孩子受益终生的尝试和

体验。

在不断变化中
爱上文化

我们正步入智慧教育时代，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新教育，是

过去千百年来教育家不曾遇见、未

曾论述过的，如何适应值得很多人

思考。

记者采访了市第十五小学、第十

二小学部分老师，他们认为，当前教

育改革倡导“家校协同”，毕竟最好的

教育就是身体力行。信息时代，学生

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多样化了，通

过家长参与，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

开拓孩子的眼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家长与老师理应只是指导者，孩子

才是主角，这也是教育的根本。

如此，不仅弥补了当前中小学

教育的不足，也加强了对于学术研究

的基本训练，可以帮助孩子将兴趣顺

利转化成为实际的成果。不过，不可

否认，地区间、学校间教育资源不均

衡是客观现实，教育改革正在努力缩

小这种差距，但均衡也只是个相对的

概念。

文化传播者与其焦虑或纠结于

客观条件，不如在教育思路突破、互

动创新上多动动脑筋，真正让孩子们

做到“学而思，思而学”。累累累3

“苏轼作业”火爆，科学课、汉字课风行—

教育回归初衷 展现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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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其本义应为县级

长官的通称，然而，在中国古代

的封建社会里，“县官”一词却

有三种不同的概念：一是专指

皇帝。唐代诗人杜甫在《兵车

行》一诗里有“县官急索租，租

税从何出”的诗句，其中的“县

官”不是指县级长官，而是指皇

帝。这是因为古代诗文典籍有

时不便直书皇帝官称，故用“县

官”一词借代皇帝。二是泛指

官府。三是指一县的行政长

官。因县之长官古来名称甚

多，经逐渐演变，人们约定俗成

以“县官”专指主持一县之事的

首席长官。

县官的名称历代不同。春

秋时楚国是最早设县的国家之

一，《左传·宣公十一年》曾有

“诸侯、县公皆庆寡人”的记载，

可见春秋时期初建县时，就以

“县公”为一县长官的名称。后

来亦称县尹或县大夫，“晋，谓

之县大夫；鲁，谓之宰，楚，谓之

公、尹”。秦国县的长官也称大

啬夫，各国县官的名称都不统

一。秦统一中国后，县立为定

制，县官名称统一为令、长。《汉

书·百官公聊表》载：“县令、长

皆秦置，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

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魏晋

南北朝沿秦汉之制，大县置令，

小县置长。隋唐时期，不论县

官大小，统称“县令”。

宋代，皇帝常直接委派京

官掌一县之政，因本非县令而

管县，故称“知某县事”，简称

“知县”，知，为主持之意，后世

知县之名即源于此。知县有别

于县的县令，因为是差遣。与

宋同时代的金、辽县官仍称

县令。

元代，县之长官有知县、县

尹、达鲁花赤之别，知县或县尹

为汉人担任，但非正官，不掌实

权，近似于行政次官。

明代，县之长官沿用宋代

之名，正式称为知县，清代沿

之。县官名称除了县公、县尹、

县宰、县大夫、大啬夫、县令、县

长、知县之外，还有大令、大

尹、明府之别称，习称县令。

百姓尊称大老爷、县太爷或县

官大人，而其属下则以“县尊”

敬称，在没有上司在场的公众

场所，县官自称“本官”、“本

县”，而在上司面前则谦称“卑

职”、“下官”。县官还有代称

“百里”，这是因为古时一县之

域方百里，故“百里”也是县的

代称，而治理一县的长官也借

称“百里”。明清时，县官还有

代称叫“县正堂”，这是因为县

官正式办公的处所是衙署的大

堂，因此，大堂称为正堂，所以

在县官所出的文告、碑刻、匾

额、官衔牌上常以“正堂”作为

县官的代称。此外，县官还有

“正印官”之称，这是因古代地

方府、州、县官印玺俱为正方形

而命名。累累累3

话说古代县官的称谓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

市图书馆举办了宛图讲堂之四书

系列讲座。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

院教师，历史学博士韩涛主讲。

此次系列讲座旨在开展普及

传统文化讲座，宣传推广优秀典

籍。四书是指《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是儒家的基本经

典。四书启迪了中国人对宇宙自

然的领悟，赋予炎黄子孙待人接

物的人生哲理，启发了华夏儿女

的灵根智慧，塑造了民族文化的

精神面貌，是安身立命之道。教

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让我

们明白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

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亦是为

人处世之方。其思想体现在人伦

日用之中，言行举止之中。

此次系列讲座不仅加深了

大家对我国传统国学的了解，也

感受到了国学的魅力。据悉，系

列讲座《大学·下》将于22日下午
三点于市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举

行。累累累3

宛图讲堂 开讲四书

人文资讯

走近科学文化，感受快乐 本报记者 王鸿洋 赵林蔚 摄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我市有这样一位老者，他走遍

古宛偏远乡野，街巷闾里，探访问究，

搜罗寻觅，发现并捐献沉寂千年的汉

画像石127块……他，就是南阳民间
文化名人吕风林，数十年来，为保护

和收集地方文化遗产尽心尽力。

“汉画馆之友”

1946年，吕风林出生于南阳老
城区一户普通家庭。上世纪 50年

代，吕风林放学后经常到汉画像石陈

列馆玩，对此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吕风林的业余时

间几乎都用来寻觅汉画像石了。

1967年的一天，吕风林骑自行车到
南阳郊区转悠，在下关帝庙村，看到

一户人家的羊圈墙上有几块石板比

较特别。仔细看，便发现四块石板

上有图案。其中一块画像中刻高足

盘，盘中置二桃，盘之左右有三名武

士，两武士呈取桃状，另一武士仗剑

而立，怒不可遏。凭着对汉画像石

多年的观摩经验，吕风林立即确认

这些石板都是汉画像石。后经文物

管理部门认定，其中一块刻有著名

历史典故“二桃杀三士”图的画像石

属国家一级文物。

南阳老城区原金汉丰商厦施工

时，吕风林便对护城河旁的石条着了

迷。他发现石条中80%都是汉画像
石，便马上报告了文物管理部门。经

过保护性挖掘，共清理出汉画像石70
多块。之后，他在田间地头、工地等

处又陆续发现汉画像石20余块，都无
偿地捐献给了文物管理部门。

截至目前，吕风林发现并捐献

汉画像石127块，南阳汉画馆为他颁
发“汉画馆之友”证书。

风雨无阻数十年

不仅是汉画像石，只要是南阳

文化，吕风林都满腔热爱、倾心保

护。自第一次发现汉画像石后，吕

风林便对文保着了迷。每逢歇班，

他总是骑着自行车走东串西，寻寻

觅觅。数十年来，他踏遍了南阳城

区的大街小巷，甚至到各县区，一边

找文物，一边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

法》，忙得不亦乐乎。

1984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
又在大街小巷寻觅。当他走到老城

区的一个厕所石阶前时，停了下来，

他用手将石阶上的灰尘拂去，看到

上写“龙飞六年办学碑”字样。经考

证，这是一块刻于1561年，记载南阳
府兴办教育的碑刻。现在，这块石

碑存放于南阳市博物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梅花寨。吕

风林曾多次发现有人毁坏梅花寨，

并多次报告有关部门。一次，吕风

林发现梅花寨上正在修建手机信号

塔，立即汇报，手机信号塔被责令拆

除。现在，寨墙垒了起来，梅花寨得

以保护……数十年来，经吕风林之

手保护下来的文物多得数不清。

2006年，河南省文化厅为吕风林颁
发“优秀文物保护员”荣誉证书。

支持民间文保

因对南阳文博事业贡献突出，

老吕多次受到文化部门的表彰，曾

被省文化厅授予“优秀文物保护

员”、被评为市级“模范博物之友”和

“模范汉画之友”，还被南阳市委宣

传部评为“全市优秀外宣干部”。

吕风林在拾古的道路上经常告

诫人们要珍视文物、爱护文物，对于

很多人的不理解，吕风林说：“南阳

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地上、地

下文物很丰富，这些历史遗产能够

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搜

集保护文物，泽被后世，这样的事我

干得心甘情愿。”累累累3
左上图：吕风林近照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南阳拾古者 致力保护文物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由

南阳市文联、南阳文学院举办的国

学大讲堂再次开讲，邀请乔海军、

巴志强谈读书聊散文。

此次活动共有 70多位作家、
文学爱好者参加。乔海军以《散

文及散文精神》为题，以晋朝到现

当代为时间链，道出了散文的渊

源，也论说了散文的演变，系统全

面地梳理了中国散文这一文体的

变化，揭示出散文与社会政治发

展的内在联系。巴志强在《读书

改变人生，自信放飞梦想》的演讲

中，以自己的故事为例，声情并茂

地讲述了读书让人知道感恩、找

到自信，及读书不会改变我们的

起点，但会改变我们的终点的论

点。累累累3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近日，

应中国曲艺家协会邀请，市说唱

团代表南阳参加了第四届“岳池

杯”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展演活动，

三弦书作品《古城会》在展演中获

好评。

第四届“岳池杯”中国曲艺之

乡曲艺展演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

县举行。来自全国56个曲艺之乡
36支代表队的39个曲艺节目走上
舞台进行展演。此次曲艺展演活

动涉及相声、评书、二人转、粤曲、

四川清音等33个南北曲种。
南阳作为“中国曲艺之乡”，此

次选送的三弦书作品《古城会》在

知名艺人雷恩久的精彩演绎下，收

获热烈掌声和欢呼，受到现场评委

的一致好评。累累累3

国学大讲堂 聊书谈散文

南阳三弦书 情动“岳池杯”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日前，

由西峡旅游局主办，西峡县文广

新局协办的“避暑养生地，南阳老

界岭”2017西峡旅游微电影大赛
暨“魅力西峡”全国摄影大赛颁奖

典礼，在西峡县文广新局演播大

厅举办。南阳影视评审专家及获

奖代表等200余人见证了颁奖活
动盛况。

颁奖典礼上，微电影大赛共

评出二等奖1部，为《住在隔壁的
女孩》；一等奖空缺。摄影大赛评

出9个等次奖，100个优秀奖。一
等奖为朱营生的《秋之韵》。累累累3

魅力西峡 影像盛典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10月
16日，淅川县文学界研讨县域文
学创作。著名作家、南阳市文联

主席廖华歌与30余位淅川作家
诗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近年来，淅川文学力量逐渐

壮大，厚重的淅川历史文化为淅

川本土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营

养。 屈原在淅川大地留下千古

名篇《国殇》，汉代范晔创作了《后

汉书》，宋代欧阳修曾经修学淅川

龙巢寺，元代县令元好问也在淅

川留下了名篇，当代诗人周梦蝶

享誉华人文学界。当下淅川更是

涌现了优秀的作家诗人，刘先琴、

高金光和吴元成等在全国都有一

定知名度。去年我省第二届杜甫

文学奖，有两位获奖者是淅川

人。2017年，淅川文学创作硕果
累累，创作群体壮大，且一年内连

续出版三本高质量的文集：熊君

平的《远去的帆影》、吴浩雨的《丹

江烟雨》和九月的《守城人》。

研讨会上，廖华歌对三位作

者的作品作了精彩点评，廖华歌

说，三部文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

创作功底。熊君平多年痴心散文

创作，他的散文集厚重大方，读起

来意味无穷。《丹江烟雨》充满无

限的乡土爱恋，诗歌内容清新自

然，哲理与抒情并重，读起来令人

耳目一新。《守城人》展示一位都

市才女的敏锐洞察，作者九月诗

歌给人的感觉，有一种花朵绽放

的芬芳和骨子里溢出来的纯净，

迎面扑来。累累累3

淅川文学 力量壮大

夕阳 神韵 之 吕风林

□林蔚

清华附小的六年级学生运用大

数据分析苏轼，这确实是一种让人

惊叹的探究式学习尝试。

探究性学习其实就是鼓励引导

中小学生通过探究，来学习知识，提

升素养，进而达到既完成学业又锻炼

能力的目的。但并非都要用“组团、

调查+实践、完成研究项目形成成果”
的模式，现实中孩子对一道数学题的

反复思考论证，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

简单研究……这些都是探究性学习

的行为和范畴。

不过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探

究式学习都结出类似于“大数据

分析苏轼”之类的“果”。个别学

校学生缺少引导，对家长和老师

布置的“探究作业”不感兴趣，有

的则是拼凑完成论文，有的甚至

还存在家长动手动脑，孩子袖手旁

观的情况……

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形式上的

效果，忽略家长、老师的引导作用，

忽略学生的兴趣和长处。不能为

“探究”而探究，而应是为提升能力，

寻找方法而行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对于孩子们而言，唯有让他们更

多地见识、体验，才能在大脑里形成属

于自己的文化收获，从而让“苏轼作

业”推而广之。

文化重“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