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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世祺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

關於進一步做好澳門人才培養工作，

促進澳門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建議

在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為 核 心 的 黨 中 央 領 導

下，我們的國家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並

朝着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偉大的中華民族

復興前進。回歸祖國後的澳門特區，已經成

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並以負責任的態度和

勇 於 擔 當 的 精 神 積 極 推 動 澳 門 與 內 地 的 融

合，順應國家發展的大勢，從而打開澳門發

展的光明大道。目前，澳門必須抓住難得的

機遇，在一國兩制的大環境和國家政策的支

持下，做好自身的發展工作，竭盡所能地做

融合發展的促進者、建設者。

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澳門的教

育只有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才會有更大的發

展。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明確指出 ：“教育是提

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

途徑，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

“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

程”。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闡明了新時代教育

工作的重要意義，也為澳門 “一國兩制” 環境

下如何進一步做好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堅持貫徹、落

實 “教育興澳，人才建澳” 的方針，堅持優先

發展教育，促進非高等教育有長足的進步和

發展。

一、教育投入逐步增加，2022 年教育公

共開支達 137 億多，澳門成為大中華區首個實

現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地區 ；教師薪酬待遇有

顯著提高，專業地位提升 ；教師專業培訓有

了法規保障，教師學歷達標持續提升。

二、 特 區 政 府 啟 動 “ 藍 天 工 程 ”， 有 力

改善了教育教學環境，一批裙樓校舍實現改

造，校舍逐步邁向現代化、規範化 ；學生學

習環境改善，生均使用面積有明顯提升。

三、 重 視 推 動 愛 國 愛 澳 教 育， 加 強 與

內 地 的 交 流 活 動， 培 養 學 生 的 家 國 情 懷。

從 2004 年開始啟動 “認識祖國，愛我中華”

學習交流實驗活動 ；2018 年開始，推動全澳

學校懸掛國旗、每周升國旗、奏唱國歌全覆

蓋 ； 全 面 推 動 與 內 地 學 校 交 流 互 動 學 習，

至 2022 年 1 月締結姊妹學校 417 對 ；向師生

宣傳學習憲法、基本法，傳承中國歷史文化

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 ；在全澳推動使用如歷

史、品德與公民、語文、常識等特區政府統

編教材。

四、加強教育法規、法律及教育制度建

設。制訂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教

育發展基金制度》、《免費教育津貼制度》、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本地學制

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高等教育制度》、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本地學制正

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非高等教育職業技

術教育制度》等 20 多項教育法律、法規和制

度，為澳門教育現代化、規範化提供法律依

據。

五、非高等教育質量穩步提升。特區政

府堅持多元辦學方向，教育質量穩步提升，

澳門學生在參加 PISA2018 科學、閱讀、數學

三項核心素養的平均表現，在全球 79 個國家

/ 經濟體 60 萬考生參與的測試中獲得第三名

的前列地位，被 OECP 評為具教育優良且教

育公平最好的五個國家 / 經濟體之一 ；澳門

注重培養學生的能力和國際視野，澳門學生

參加祖國內地、國際性的比賽獲得不俗的成

績等。

澳門回歸以來，教育工作的成績是值得

肯 定 的。 這 是 與 國 家 的 支 持、 特 區 政 府 領

導、全澳師生的共同努力，全社會的協助分

不開的。但在肯定澳門教育進步的同時，我

們也應該審視反思存在的不足，現時澳門教

育存在的發展不平衡，教育質量參差，資源

投放不清晰、不均衡，教育規劃及佈局欠合

理，師資質素有待提升等問題和深層次矛盾

仍亟待研究和破解，這十分需要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高度重視，並加以

認真研究處理，同時也希望得到國家的支持

和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幫助下解決。

我們國家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情，

決定了我們的國家必須走自己的教育發展之

路。澳門回歸祖國後，需要融入國家的發展

大局，內地的教育政策及改革值得澳門學習

和借鑒。

建議 ：

一、特區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門要具備堅

定融入國家發展的歷史自覺，主動承擔起主

體責任，發揮教育領航者的作用。建議國家

教育部門加強與特區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的

聯繫和合作，並指導澳門進一步釐清澳門教

育在新時代的目標，方向和道路，探究澳門

教育如何實現融入國家發展和澳門教育加快

自身發展、保持自身特色的雙重任務。

二、協助做好教育規劃，調整澳門學校

佈局設計。

澳門長時間受葡萄牙殖民管治，華人子

女教育向來不受重視，回歸後特區政府加大

教育投入，但至今私立學校仍佔 90%，官立

學 校 僅 佔 10%， 公 辦 學 校 對 社 會 影 響 力 有

限，這對特區的長遠發展與人才的培養顯然

是不利的。特區政府有必要走出舊的思維定

式，思考有計劃調整公私校的比例，壯大公

辦學校的力量，發揮公立學校的示範引領作

用。

三、審視公共教育資源投入的結構，保

障公共教育資源的投放，為實現教育高質量

和教育公平目標服務。

澳門教育雖得到較大的發展，但發展不

平衡問題長期存在，未得到重視和解決。同

樣是私立學校，校與校之間因歷史原因，辦

學條件、校舍、設備、所獲得的資源、師資

的差異較大，導致教育質素、效果參差，部

分 學 校 生 源 不 足， 面 臨 收 縮 壓 力， 挑 戰 很

大。目前，特區政府投於教育資源的模式、

結構已運行了相當長的時間，有必要進行檢

討，針對存在的問題，根據國家 “以人民為

本”、“辧人民满意的教育” 的根本要求，對公

共教育資源作合理科學均衡的投放。在這方

面，希望得到國家及教育部對澳門的關心、

提供經驗和指導。

四、協助修訂、完善愛國主義教材。

系 統 的 課 堂 教 學， 是 開 展 愛 國 主 義 教

育、中國歷史教育，學習中華優秀文化的最

重要途徑。教學的核心問題是教材問題。我

們要汲取香港回歸後愛國教育長期缺席導致

2019 年社會動亂的深刻教訓，牢牢把好教材

關。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在 澳 門 回 歸 祖 國 20 周 年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強調 ：“要把我國歷史文化

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建

議國家教育部加強與澳門教育部門的聯繫和

協調，進一步修訂完善由內地人民教育出版

社與澳門合編的中文、歷史、公民等教材，

完善相關教材的配套教學資料 ( 包括電子資

料 )，使澳門能扎扎實實地通過愛國主義的教

材開展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

五、協助做好澳門師資隊伍的培訓交流

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勉勵青年學生 “人生的扣

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能幫助青少年學生扣

好人生扣子的重要責任落在了教師身上。習

近平總書記在 2021 年教師節前希望全國老師

“立德修身，潛心治學，開拓創新，真正把為

學、為事、為人統一起來，當好學生成長的

引路人，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

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不斷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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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的希望為澳門的教師如何

立德樹人，做好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過往

數年，在國家的關懷，國家教育部支持下派

出了內地優秀教師開展澳門教師幫教工作收

到良好效果。建議國家教育部繼續加強與澳

門教育行政當局的聯繫合作，有針對性地加

強澳門教師師德和專業的培訓，尤其是特區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謀劃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是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澳門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連結，也是澳門特別行

政區不可錯失的發展機遇。

國務院已於 2019 年 2 月頒發了《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通過創新驅動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創

新和人才是未來大灣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

點，也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騰飛的雙翼，綱

要為大灣區未來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出了時

代新要求，也為國家尤其是大灣區的教育指

明了方向。

教育必須適應時代的變化和要求進行改

革。最近，內地根據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

訓負擔過重帶出的新時期影響基礎教育生態

環境，違反學生成長規律和全面發展等社會

聚焦問題採取果斷措施，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於 2021 年 7 月 24 日發出《關於

政府統編覆蓋全澳使用的教材的師資專業培

訓，讓教師真心領會教材、認同教材、使用

好教材。同時希望建立統籌協調澳門教師與

內地不同領域範疇長效的交流、參觀學習機

制，幫助澳門教師全面提升素質，使澳門教

師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作出教育工作者應

有的貢獻。

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

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國家出台的 “雙減” 政

策，對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頓，決心通過

教育改革，扭轉教育不平衡，甚至失衡現象

以及教育日益功利化現象，達至堅守教育的

初心，還教育的本原，實現教育真正公平、

高質量培訓人才的目的。

澳門回歸祖國後，在特區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基礎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

在 肯 定 成 績 的 同 時， 我 們 也 發 現 存 在 着 不

足。上述內地教育生態出現的類似現象，在

澳門同樣存在，學生作業、校外培訓負擔過

重、不願上學、害怕學習，身心不健康等不

利於澳門學生成長和全面發展的問題的長期

存在，對 “一國兩制” 的實踐、澳門的人才培

養，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教育高地的建

設帶來不利的影響。與內地相比，澳門落後

了，有必要急起直追。這需要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教育主管部門以及澳門教育界人士的高

度重視，並需認真關注研究國家出台的 “雙

黎世祺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

關於學習借鑒內地“雙減”政策，加快

澳門基礎教育改革，促進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人才、教育高地的建議

減” 政策，結合澳門的實際，爭取在國家和有

關部門的幫助指導下，對不利於澳門人才培

養的問題進行改革，讓回歸後的澳門，真正

體現 “教育以人民為中心”，實現真正的教育

公平，大批高質量培養國家、特區建設人才

的目標。建議 ：

一、特區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門要主動承

擔起建設大灣區人才、教育高地的主體責任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各項工作正在各方

的努力參與下，逐步研究推進，在建設灣區

人 才、 教 育 高 地 方 面 也 作 出 了 不 少 嘗 試 實

踐， 但 這 些 工 作 以 民 間 為 主， 活 動 也 以 民

間、團體形式居多，由政府協調的、系統的

政策指導下的工作仍顯不足並有待加強。建

議在國家的指導下，特區政府進一步明確建

設 大 灣 區 人 才、 教 育 高 地 的 主 體 責 任， 主

動、 自 覺 加 強 粵 港 澳 的 合 作， 制 訂 澳 門 完

整的建設大灣區人才、教育高地的規劃和方

案，扎實推動工作向前發展。

二、借鑒 “雙減” 政策，積極推動澳門基

礎教育深化改革，提升育人質量，銜接大灣

區人才、教育高地建設

國家 “雙減” 政策的主要內容及背後的人

本關懷，為特區政府澳門基礎教育的政策制

定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啟示。希望在國家及有

關部門的關心和指導下，澳門基礎教育能結

合實際，抓住重點，深化改革，做出成效。

( 一 ) 建 議 特 區 政 府 教 育 主 管 部 門 建 立

“雙減” 工作領導協調小組，研究國家的 “雙

減” 政策通過政府、業界、社會的力量，對照

澳門存在的問題，提出整體的教育改革方案

加以實施、推進。

( 二 ) 全面減壓作業總量和時長，切實減

輕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希望教育主管部門

認真組織好學校教師及家長的減負宣傳和教

育，做好疏導，清除疑慮，統一認識，共同

做好減負下的作業管理工作。

( 三 ) 致 力 提 升 課 堂 質 量， 降 低 考 試 壓

力，改進考試方法。澳門雖然實行多元辦學

的方針，並於 2021 年 9 月起施行《本地學制

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但各學校之間在如

何執行，落實方面差別甚大，特別是如何把

教與考有機結合，把教育當局提出的 “形成性

評核為主，總結性評核為輔” 的多元評核理念

落實到初中學業水平考試，乃至普通高等學

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和澳門的 “四校聯招” 考

試方面，仍有待研究落實。

( 四 ) 提升學校課後服務質量，研究如何

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希望教育當局對學校

開展多元化課後服務提出明確要求和指導，

切實改變目前澳門學校課後服務欠缺管理的

亂象，切實把學校課後服務作為學生教育的

延伸和有效途徑。

( 五 ) 充分利用餘暇時間，更多關注學生

身心健康。國內 “雙減” 政策已對學生學習生

態環境下出現的焦慮、抑鬱、消極、遲緩等

情緒採取了果斷措施。澳門近年同樣存在的

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數據高據不下，雖採取了

如增加資源投放、增聘學生駐校輔導員、增

聘駐服務機構的心理輔導專家、開設專題心

理網頁等措施，但只起治標，未能起治本作

用。希望特區政府教育當局能標本兼治，在

如何重建尊重學生成長規律、促進學生全面

發展的良好教育生態，開設學生心理健康課

程對學生進行系統心理健康教育和輔導，構

建家庭教育輔導機制等方面，均需特區政府

教育當局進一步加深對基礎教育育人本質的

認識，並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解決。

( 六 ) 完善家校協調機制，促進家庭教育

在澳門有更大發展。教育要出實效，必須依

賴於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合力，需要構建家

校社共同體。目前，家庭教育已由傳統的 “家

事” 上升為社會大事。2021 年 10 月 23 日，全

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

進法》，為社會的安全穩定、教育的協同發展

提供了法律依據。特區政府需高度重視，並

應結合澳門的實際，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其中如何將家庭教育從學校教育的依附中獨

立出來，以擺脫家庭教育只是學生課堂的延

伸，以及家長把應盡的教育責任放棄而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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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的困境問題，需要專門研究破解。

三、從嚴治理，全面評估規範校外培訓

行為。澳門校外培訓機構 “非高等教育私立

補 充 教 學 輔 助 中 心 ” ( 俗 稱 補 習 社 ) 以 託 管

照顧和督課補習的性質為主，目前澳門具牌

照的補習社有 445 間，只提供託管服務的約

65 間，補習社的存在與發展是與澳門教育的

艱難曲折發展緊密聯繫的。在澳門部分基礎

教育學校因校舍資源條件所限，未能為學生

提供午膳、午後和課後服務時，補習社為學

生，特別是為雙職工家長的子女提供服務產

生了積極作用。但隨着澳門社會的發展，以

及部分 “補習社” 進行資本化、市場化、集團

化的經營，衍生出補習社良莠不齊、無序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

是國家立足全域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是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

當前，澳門的發展面臨着經濟結構相對

單一、物理空間有限、經濟體量小、經濟對

外 依 存 度 高、 競 爭 力 及 抗 風 險 能 力 弱 等 問

題。為幫助和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佈《橫琴粵澳

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為澳門的長遠

繁榮穩定發展注入新動力。澳門先天條件的

不足以及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粵澳合作的高

度、廣度、深度、頻度、平衡度、透明度仍

然不足，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技

張、爾虞我詐、託管學生權益受到損害、衛

生健康問題等系列現象。補習社逐漸出現的

只求規模和利潤，未認真履行責任，不顧及

學生身心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的校外培訓而

產生的社會問題，應引起特區政府教育當局

的高度重視。目前特區政府呈送《非高等教

育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業務法》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澳門市民有

責任從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教育高地的

高度，參考國家的 “雙減” 政策後，去審視審

議該法規，並充分發表意見和建議，盡量使

通過的法規條款能符合特區政府的整體利益

和保障市民的權益，對澳門的人才、教育長

遠工作起法律保障作用。

術流等資源開放與集成程度還不夠，兩地互

聯互通的預期與現實存在差距。但是，大灣

區 發 展 不 會 因 此 而 停 頓， 粵 澳 雙 方 必 須 堅

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共同面對疫

情、戰勝困境、發展共贏。

習 近 平 主 席 2020 年 10 月 考 察 廣 東 時 作

出的重要指示，指引粵港澳大灣區在新時代

深化改革開放道路上不斷大膽探索，突破創

新。因此，粵澳合作須進一步打破思想及制

度上的壁壘，創新思維，深度合作，協同發

展。當前，加強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

流、技術流的互聯互通是深度合作的前提及

關鍵。

為此，本人建議 ：

陳虹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

關於疫情下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合作的提案

一、建立珠澳便捷通關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在大灣區城市反復出現，

不斷調整的通關防疫政策，令澳門居民到大

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就業、生活、發

展等造成極大阻礙，長此下去，將影響澳門

居民參與大灣區和深合區建設的信心和積極

性。在抗疫防疫常態化下，粵澳雙方更需加

強溝通，兼顧抗疫防疫和兩地通關便利，建

立粵澳便捷通關模式，適時調整抗疫防疫措

施，建立統一疫情防控標準，實現珠海、橫

琴、澳門防疫一體化，加強粵澳兩地居民對

建設大灣區、深合區發展的信心和真正實現

居民灣區工作生活無障礙。

二、加快開放澳門機動車輛便利入出橫琴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

出全面開放澳門機動車輛便利入出橫琴。現

時澳門單牌車入出橫琴配額總量為一萬個，

單牌車申請人須為年滿十八歲的澳門居民，

要有內地的駕駛執照，並且符合相關資格的

澳門駕駛者或車輛才可進入橫琴。橫琴口岸

第二期永久車道建設預計於今年年底落成啟

用，未來所有車道開通後每日通關車輛可達

四萬三千架次。為吸引和便利更多澳門居民

到橫琴創業、工作、學習、生活、置業、消

費等，粵澳兩地政府須深入探討和研究，適

度增加澳門單牌車配額，放寬條件限制，並

研究澳門電單車進入橫琴的可行性方案，讓

更多澳門居民能夠駕車進入橫琴，加速兩地

居民和經濟的交流、融合，為實現全面開放

澳 門 機 動 車 輛 便 利 入 出 橫 琴 提 供 條 件 和 經

驗，建立澳門與橫琴一體化高水準開放體系。

三、進一步發揮港珠澳大橋的作用
用好港珠澳大橋，發揮其應有價值和作

用是港珠澳三地必須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

尤其是隨着時代的變化和受到疫情影響的情

況下，如何發揮大橋應有的作用。大橋開通

以來，特別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車流量

更是急劇下降。大橋交通量明顯不足，造成

大橋資源浪費。究其原因，一是疫情影響，

二是因為跨界通行政策開放步伐不夠大，力

度不足，跨境私家車牌實施配額管理，申請

門檻高，澳門物流運輸也未能真正同行，導

致能夠通行的車輛十分有限，未能達到預期

的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未來，應從政治層

面爭取粵港澳三地對大橋的性質、定位和功

能進行重新審視和調整，制訂相應的措施，

最大限度發揮大橋的通行功能和經濟效益，

讓灣區廣大人民群眾受益。

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反覆強調，要始

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愛國

者治港、治澳” 作為 “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

義，必須貫穿於 “一國兩制” 實踐的始終，不

容偏離和鬆懈。為此，要確保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在港澳地區持續開展和深化愛國主

義教育是成功的關鍵，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

的推動者和實踐者，加強對港澳教師的教育

培訓和支援顯得尤其重要。“愛國者治教” 的

原則必須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

陳虹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

關於提升

港澳教師愛國教育水準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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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發橫琴，

藉此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把澳門

打造成 “一國兩制” 實踐的新示範。2021 年 9

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公

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採用由澳門與廣

東共商共建共管的體制機制。

加強粵澳教育深度合作，既是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人才高地的重要內容，也是助推澳

門多元發展的基礎工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深化粵澳教育合作

陳虹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

關於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人才培養的提案

近年，港澳特區對如何落實愛國主義教

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國家和中央政府的

大力推動和幫助下，一系列愛國主義教育工

作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成效顯著。尤其

在教師培訓方面，國家與港澳特區更加強了

溝通合作，如推動港澳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

姊妹學校 ；組織師生赴內地交流學習，推進

跨域教育合作 ；舉辦 “教師千人計劃”，充分

利用內地豐富的教育資源，為澳門、為國家

培養更多符合時代需求的優秀愛國教師等。

隨着 “一國兩制” 實踐在新時代的不斷發展和

完善，國家和人民對提升港澳教師的愛國教

育水平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特區政府應理

直氣壯支持學校和教師做好愛國主義教育，

讓愛國教育力量薪火相傳，中央政府和各級

行政單位也應在政策、資源、措施上進一步

加強對港澳教師的培訓支援。

為此，本人建議 ：

一、大力支持特區政府和學校開展愛國
教育

調動各方面力量，支持特區政府牢牢把

握教育主導權，大力推行愛國教育，協助教

師提升愛國教育水平，讓愛國主義深入到教

育的各個環節中，達至提升青少年學生對國

家的認同感、歸屬感及自豪感。

加強對在內地就讀的港澳生，特別是師

範生的教育和支援，在對港澳開設 “基本法”

課程的基礎上，增加 “憲法” 、“國安法” 的課

程，加強開展愛國教育的培訓工作。同時，

建議可開放名額讓在澳門就讀的師範生到內

地進行實習，從而增加澳門準教師對國家的

認識與熱愛。

二、全面系統地協助港澳特區推進教師
培訓

幫助港澳建立完善的愛國教育課程及育

人 體 系， 持 續 支 援 開 發 優 質 的 愛 國 教 育 教

材 ；為港澳與內地的教師搭建更多的交流合

作平台，2020 年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與

澳門教青局聯合主辦的 “澳門千名教師精英培

訓計劃”，至今已辦到第四期，效果良好，深

受教師歡迎，建議此活動作為恆常性活動持

續舉辦下去，同時，還要持續深化 “千人計

劃”，讓更多不同類型的教師參與其中，在加

深對國情及教育發展的認識外，改進教學方

法，提升教育質量。

在疫情放緩的情況下，透過教育合作及

互動交流，幫助港澳教師深入瞭解中華民族

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認識中國共產黨百

年奮鬥史，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文化觀。

交流，促進教育人才、科技、資源等要素在

深度合作區高效流動，這為實現粵澳教育高

品質發展提供了新契機，注入了新的動力。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科技研發和高端製

造產業，以高新技術、現代金融業、醫療健

康、商貿消費、文旅會展和澳門特色品牌加

工等產業為重點，需要強大的人才支撐。

為此，本人建議 ：

一、推動澳門中小學到橫琴辦學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中

重點提到加快推進 “澳門新街坊” 建設，對接

澳門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民生公共服務

和社會保障體系，有效拓展澳門居民優質生

活空間。澳門特區政府計劃在橫琴 “澳門新街

坊” 專案內建設學校，參照澳門標準建設，將

優先錄取澳門居民，學歷與澳門等同。

現時澳門有三千多名跨境學生在內地居

住，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跨境學生每天跨境

上 學 很 不 方 便， 對 在 內 地 設 立 澳 人 子 弟 學

校有一定的需求。在橫琴 “澳門新街坊” 內

建設學校，對粵澳教育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義。粵澳雙方接下來須進一步研究澳門中

小學到橫琴辦學的各項具體問題，如教育制

度、辦學模式、辦學規模、教育階段、辦學

資源、師生來源等，在回應澳門家長訴求的

同時，研究突破現有法律制度，創出符合深

度合作區的辦學新模式的典範，培育愛國愛

澳人才。

二、推動粵澳基礎教育特色發展、優質
發展、協同發展

促進大灣區教育往一流方向發展是推動

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舉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的建設，將進一步推動粵澳教育合作和人

才培養模式向現代化、國際化、尖端化方向

發展。琴澳兩地應積極把握 “深合區” 帶來的

機遇，通過開展各類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

的合作交流，創新教育合作機制，促進資源

共享，為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培養各類人才。

粵澳兩地教育各具特色，澳門教育的課

程與國際接軌，國際化程度比較高、辦學多

元 ；粵地教育的課程體系完善，基礎扎實。

在粵澳教育合作原有的基礎上，須突破澳粵

不同的教育體制，以 “深合區” 為試點，發揮

兩地不同的教育特點及優勢，進行深層次的

教育交流合作，協作互補，達至雙贏。深化

教育合作，一是推進頂層設計，科學制定深

度合作區基楚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的目標任

務，制訂合作方案 ；二是加大對試點工作的

政策支持和資源調配力度，增強人力財力物

力保障 ；三是深化新一代資訊技術在教育深

度合作中的應用，做到信息共享共用，實現

共教共育 ；四是在疫情可控的情況下，加強

兩地師資培訓力度，拓大學生交流面，激活

教育深度合作的動能。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發

展 報 告（2021）》 顯 示， 截 至 2020 年 底， 我

國網民規模為 9.89 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

70.4%，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用戶總數超過 16

億。其中，我國網癮青少年約占青少年網民

總數的 13.2%，總人數約為 2400 萬。未成年

人沉迷網絡遊戲，會對學習生活和身心健康

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世衛組織已將遊戲成

癮列入《國際疾病分類》中。我國一些未成

年人對電子產品和網絡的依賴不斷加深甚至

陳虹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

關於提升青少年網絡素養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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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青少年網癮問題需要引起政府和全社

會高度關注，提升青少年的網絡素養迫在眉

睫。

為了改善青少年、兒童沉迷網絡、手機

遊戲的現象，國家推出了一系列防治政策，

如 2021 年 8 月 30 日 發 佈 了《 關 於 進 一 步 嚴

格管理 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

知》，嚴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遊戲服務

的時間 ；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訂的《未成年

人保護法》規定，未經學校允許，未成年學

生不得將手機等智慧終端機產品帶入課堂，

帶入學校的應當統一管理 ；要求部分遊戲平

台設置 “防沉迷系統” 等。但 “上有政策，下

有對策”，現實中仍出現規避現象，必須引起

社會和相關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尋求解決

辦法。

2021 年 3 月 6 日，習近平主席看望參加

全國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指

出 ：“不僅是沉迷網絡遊戲的問題，網絡上還

有很多污七八糟的東西，未成年人心理發育

不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影響。這些問題屬於

社會性問題，需要社會各方面、各有關部門

共同努力，研究解決。” 習主席對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十分關注，少年強則國強，做好青少

年網絡素養教育工作是各級部門在新時期的

重要責任與使命。

為此，本人建議 ：

一、督促網遊企業及網絡短視頻行業積
極履行社會責任

網企平台越大，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道

德 責 任 也 就 越 大， 業 界 須 積 極 履 行 社 會 責

任，為下一代的健康成長負責。2021 年 6 月

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設有 “網絡保護” 章

節，明確提出網絡服務提供商應當針對未成

年人使用其服務設置相應的時間管理、許可

權管理、消費管理等功能。現時各個網絡平

台推出的 “青少年模式” 仍有不完善的地方，

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網遊及短視頻等平台的

監管和技術措施控制，促進業界積極履行社

會責任。此外，各級政府相關部門須加強對

網絡不良資訊和遊戲的巡查監管，共同完善

未成年人防上網絡沉迷的系統建設，保障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

二、把網絡素養教育納入基礎教育各階
段

網絡素養是運用電腦及網絡資源的能力

來定位、組織、理解、估價和分析資訊。未

成年人應具備網絡資訊辨別能力和網絡規範

及道德修養等網絡素養。網絡素養是一種適

應網絡時代的基本能力，有必要從國家層面

構建符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徵、滿足個人

發展和社會化需要的網絡素養教育體系。為

提高青少年的網絡素養，建議把網絡素養教

育納入基礎教育各個階段，使之成為青少年

兒童的必修課，並大力研發教材，完善師資

力量，從網絡知識、技能、安全、創新等各

方 面 增 強 青 少 年 兒 童 的 網 絡 評 價 和 使 用 能

力，以抵禦網絡不良資訊的影響，引導青少

年合理使用網絡，遠離網絡沉迷的陷阱。對

已形成網癮的孩子，政府機關單位應形成一

套宣傳教育及心理輔導的機制和指引，讓學

校和家長遇到相關問題時能及時讓專業的醫

學專家介入成癮孩子的診治。

三、加強家長在網絡素養教育中的引導
和監督責任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十 三 屆 全 國 人 大 常

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意味着家庭教育從

此有了法律依據。家長作為養育孩子的第一

責任人，必須清晰瞭解自身對孩子的教育責

任和義務。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

需要廣大家長配合政府政策及學校措施，履

行對孩子的監護教育職責，切實承擔起保護

未成年人的法律責任，引導孩子們形成良好

生活習慣和使用互聯網習慣。建議各級教育

部 門 加 強 對 家 長 家 庭 教 育 的 培 訓 及 宣 傳 工

作，促進家長落實網絡素養教育的責任，共

建和諧親子關係。

為使會員及教師深入瞭解 “兩會” 內容、

領會 “兩會” 精神，2022 年 3 月 23 日本會在

濠江中學禮堂舉行 “兩會” 報告會，分別由澳

區全國人大代表、本會副會長黎世祺，身兼

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會長陳虹、副會長李向

玉主講，與教育界分享學習體會，二百多位

教育界人士參加。

黎世祺首先介紹了 “兩會” 的議程、政府

工作報告，以及今年政府的工作目標等。還

介紹今年在小組會議上的提議，以及提交的

兩個與教育相關的建議，均得到相關部門的

迅速回應，凸顯了政府對意見的重視和工作

效率之高。

李 向 玉 表 示， 是 次 政 協 會 議 精 簡、 精

彩，特別關注並參與到國家扶貧脫貧工作，

認為國家在脫貧工作上方向正確。今年政府

將繼續推動鄉村振興，支援脫貧地區發展特

色產業，啟動鄉村建設行動。港澳方面，強

調澳門要鞏固、完善和提升愛國教育水平，

強化青少年國民教育意識。

陳虹分享了過去一年政協工作的五大亮

點。指出今年國家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不少，

人民對政協工作的要求亦不斷提高，作為政

協委員，深感責任重大，要更好履職盡責，

發揮作用，提升愛國愛澳的力量和青年能力

建設，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後繼有人、後

繼有力作出努力。

本刊通訊員

本會舉辦報告會傳達“兩會”精神

▲ （左起）李向玉副會長、黎世祺副會長、陳虹會長向本澳教育工作者傳達“兩會”精神

▲ 出席教師認真聽取報告

“兩會”報告會 “兩會”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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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 來訪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珠 海 校 區 國 際 教 育 事 務

長、鳳凰書院院長陳曦，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主任郭侃俊，自然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劉

靜玲，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李

家 永， 副 教 務 長、 未 來 教 育 學 院 副 院 長 孫

波，未來設計學院院長高鵬，港澳台事務辦

公室副主任邱月，資產處處長何江昆等一行

十一人於 2022 年 1 月 6 日來訪本會。本會副

會長兼澳門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校長何少

金，理事長鄭洪光，副理事長王國英、鄭杰

釗、岑耀昌，副秘書長楊珮欣、李雪松，辦

公室主任林美儀，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協會理

事長陳志峰，監事長王國英，副理事長陳建

邦、曾紀川、黃綺珊，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馬

耀鋒，副秘書長劉曉彤等熱情接待，雙方積

極就教育發展及合作問題進行交流。

鄭洪光理事長首先對北京師範大學珠海

校區一眾領導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並介紹

了本會的會務工作開展情況，尤其介紹近年

積極拓展會務，先後成立教專協、退協及青

協，並開辦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為教師

提供更適切的培訓，提升教師的教學水平。

陳曦院長對本會的工作表示認同，讚揚

本會為澳門教育事業所付出的努力，期望未

來 雙 方 加 強 合 作， 共 同 做 好 灣 區 的 教 育 事

業，為國家和澳門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隨

後， 她 還 介 紹 了 北 師 大 珠 海 校 區 的 總 體 情

況、辦學方向和育人理念等，並着力為港澳

教師提供多元、專業的培訓，包括開設教育

專業碩士、博士學位，開展愛國愛澳國情教

育、中華文化教育等專業培訓，希望未來能

夠加強與本澳教育團體的合作。

劉靜玲副院長、李家永副院長、孫波副

院長、高鵬院長先後介紹了各個學院的辦學

情 況， 並 期 望 未 來 進 一 步 加 強 與 澳 門 中 小

學校的合作，為本澳教師提供更多專業的課

程，共同建設灣區教育事業。

何少金校長表示，期望未來繼續加強與

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合作，共同探討為本澳教

師提供跨學科的特色培訓，計劃定期邀請名

師為澳門教師開辦講座，提升本澳教師的專

業水平。

▲ 本會負責人與北師大一行合影 ▲ 座談交流期間北師大人員向本會介紹辦學情況

本刊通訊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
代表到訪本會

▲ 陳虹會長（右五）代表本會向李盛兵院長（左五）一行
致送本會“百年會慶紀念郵品及特刊”

▲ 雙方座談交流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李盛兵、副

院長施雨丹、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長吳宏超、課程

與教學系系主任潘蕾瓊、繼續教育辦公室主任顏

飛龍於 2022 年 1 月 12 日到訪本會。本會會長陳

虹、理事長鄭洪光、教師專業培訓中心校長何少

金、副秘書長陳建邦等熱情接待，雙方積極就教

師培訓及灣區教育合作等議題展開交流。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對華南師範大學一行的

到訪表示熱烈歡迎。她表示，華南師範大學在

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在澳門尚未回歸、從未

有內地大學到境外輔助辦學的背景下，華南師

大率先與教育會合作，為澳門超過 80% 沒有受

過專業培訓的中小學在職教師提供教育專業課

程，大大提高了澳門教師的專業水平。華南師

大成為澳門教師的搖籃，為澳門的教育事業和

社會發展貢獻良多。她表示，教育會和華南師

大未來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為國家和澳門培養

更多新時代優秀人才。

李盛兵院長簡介了教育科學學院的總體情

況，認為華師大有很好的地緣優勢和學緣優

勢，未來將加大力度支持澳門和大灣區的教

育，通過兩地多年合作辦學的模式和經驗，為

建設大灣區教育事業竭盡全力。學院未來的工

作重點包括家國情懷的教育培訓、中層以上管

理人員培訓以及師德師風建設等，以促進灣區

教師隊伍素質的建設。

施雨丹副院長表示，冀望與本會共同推進

澳門教育事業發展，將梳理華南師範大學在澳

門辦學史料，參訪本會更多團體會員學校，了

解澳門的辦學現狀，加強與澳門校友的聯繫，

發揮地緣優勢，開展港澳教育研究，為澳門教

育事業的發展出力。

何少金校長表示，教育會的宗旨是致力促

進澳門教育事業發展，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在

2020 年開辦了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目的是

為推動本澳教師隊伍專業化，提升教師專業的

素養。今後將加強與華南師範大學的合作，提

升本澳教師的專業水平，建立一支愛國愛澳、

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期望能邀請到華南師大的

名師為澳門教師開辦講座，邀請大灣區前線教

師分享一線教師的育人經驗，進一步提高本澳

教師的師德修養和育人水平。

鄭洪光理事長認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建設總體方案為澳門教育、科研創新帶來更

多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認為雙方未來教育

合作有更廣闊的前景。本會負責人先後就教師

培訓以及師範生灣區工作等提出意見。陳虹會

長總結認為，各地教育各具特色，可以互補長

短，互相借鍳與學習，為構建澳門乃至灣區美

好的教育藍圖共同努力。

本刊通訊員

華南師範大學一行到訪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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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訊一行來訪
本刊通訊員

2022 年 2 月 23 日， 澳門電訊湛寶儀商務

副總監一行六人到訪本會，本會會長陳虹，

副理事長王國英、鄭杰釗、陳志峰等出席會

議，並與澳門電訊一行就實現推動數碼科技

便民措施和體驗等進行座談交流。到訪的澳

門電訊人員還有陳靜儀總監、吳振德總監、

麥景昇總經理、麥美婷高級經理、衛玉佩高

級經理。

湛寶儀會上詳細介紹了澳門電訊工作情

況，在團隊的努力下，已完成首階段 5G 建網

工作，進一步推動澳門智慧城市發展。是次

來訪主要是想聽取教育會對通訊服務的需求

和意見，期望日後能加強與教育界的合作，

共同推動本澳學校 “智慧校園服務”，善用科

技優化教學。吳振德總監介紹了，公司有不

少產品非常合適學校使用，如雲平台、大數

據、健康碼管理系統等。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對澳門電訊團隊一行

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她感謝澳門電訊長

期關心本澳教育發展，為本澳學校提供優質

的網絡技術支援，希望今後能繼續和澳門電

訊 緊 密 合 作， 不 斷 優 化 本 澳 的 線 上 教 育 環

境，共同推動澳門智慧校園的建設。

▲ 出席座談的澳門電訊代表與本會負責人合影

▲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向湛寶儀商務副總監一行致送
紀念圖冊及郵品

鏡 湖 醫 院 陳 泰 業 副 院 長、 李 鵬 斌 副 院

長、符丹外科副主任、宋偉副外科主任顧問

醫生、林月蟾外科主治醫生、黃志華護理部

督導等一行六人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來訪本

會。本會陳虹會長、鄭洪光理事長，副理事

長鄭杰釗、岑耀昌、陳志君、吳少蘭以及副

秘書長楊珮欣、李雪松、呂綺穎熱情接待。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對鏡湖醫院一行的到

訪表示熱烈歡迎。她祝賀鏡湖醫院榮獲金蓮

花勳章，感謝院方一直以來濟世為懷，救死

扶傷，為本澳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在疫情

肆虐的當下，更是勇於挑起社會責任，為本

澳市民構建抗擊疫情的醫療屏障，保障市民

身體健康。期望未來加強與雙方的合作，加

強學校、社區的健康教育宣傳工作。

陳泰業副院長介紹鏡湖醫院將舉辦 “澳

門女性乳癌普查活動”。期望拜訪教育會讓活

動可深入社區覆蓋更多本澳女性，提高市民

對疾病預防的關注和重視。

林月蟾外科主治醫生介紹了現時本澳乳

腺 疾 病 的 情 況， 院 方 採 取 的 預 防 和 治 療 方

案。她指出，乳腺疾病是女性常見疾病，乳

腺癌是澳門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有

年輕化的趨勢。希望透過活動早發現、早診

斷、 早 治 療 以 提 高 乳 癌 治 癒 率 和 降 低 死 亡

率。同時，她表示，中心設有科普講座，期

望將相關資訊，推廣至校園，共同與教育界

做好乳腺疾病的防治工作。

鄭洪光理事長感謝鏡湖醫院對市民健康

的關心，對鏡湖醫院開展是次調查研究和宣

傳工作表示充分肯定，他表示本會將積極配

合鏡湖醫院的普查活動，並和院方一起加強

宣傳乳腺癌的防治方法，讓廣大市民都能科

學地認識該疾病。

本刊通訊員

鏡湖醫院來訪本會
介紹乳癌普查活動

▲ 本會負責人與鏡湖醫院一行合影留念 ▲ 座談交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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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中小學校長研修團訪本會
本刊通訊員

江蘇中小學校長研修團在團長朱留明、

江蘇省港澳台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劉煉群的帶

領下，一行二十九位校長及代表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拜訪本會，本會會長陳虹、理事長鄭

洪光及多名常務理事熱情接待，雙方就蘇澳

教育合作進行座談交流。

陳虹會長對江蘇校長代表團的到訪表示

熱烈歡迎，並簡要介紹了本會的會務發展情

況。她表示，江蘇省是教育強省，教育資源

豐富，教育水平居全國前列，有很多地方值

得澳門教育界借鑒和學習，期望未來雙方能

在師資培訓交流、學生培養等領域加強交流

合作，優勢互補，促進兩地教育交流，培養

更多人才。

朱留明團長代表校長團向本會致以衷心

的 問 候， 誠 邀 澳 門 教 育 界 到 江 蘇 指 導、 交

流。他介紹代表團在江蘇省港澳台教育交流

中心的組織協助下，一共有二十五所江蘇省

的中、小學校長參加。是次來澳，希望能多

看看澳門的學校，多瞭解澳門的教育。蘇澳

兩地的教育各有特色，有很多共同的教育議

題，希望兩地教育界經常交流，增強合作，

共同進步。

劉練群主任詳細介紹了江蘇省教育發展

概況。江蘇教育全面貫徹落實國家的教育政

策，加快推進現代化教育強省建設，教育改

革發展取得良好的成效。推進基礎教育資源

供給，現代職教體系建設更加完善，高等教

育內涵建設再攀新高，十五所 “雙一流” 建設

高校全部進入部省共建行列，未來將持續推

進江蘇高水準大學建設工程，繼續做好高端

人才培養。期望日後能加強雙方合作交流，

歡迎澳門老師們到江蘇考察。

▲ 本會負責人等與江蘇中小學校長研修團一行合影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淺談語文課堂的愛國教育  

何佳倍

韓愈在《師說》中寫道 ：“彼童子之師，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

惑者也。” 作為一名語文老師，這句話給我的

啟示是 ：老師如果僅僅是教授學生字詞文法

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傳授給學生正道、大

道，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正確的價值觀。

所以，愛國主義教育在語文課堂中是不可缺

失的。那麼，應該如何在語文課堂上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呢？下面我想結合自己的一點淺

薄的經驗談談體會。

（一）以小見大，於細微處下功夫

我們常說泱泱中華，地大物博，博大精

深。可是，恰恰因為太大，太深，反而不容

易 在 學 生 心 中 留 下 痕 跡。 換 句 話 說， 很 多

學 生 在 說 愛 國 的 時 候， 往 往 並 不 知 道 要 愛

什麼，因為學生心中沒有一個具體可感的對

象。那麼，這種愛國就容易停留在表面，變

得空洞無味。

   要改變這一問題，就需要我們從細微處入

手，為學生構建一個豐富的、具體可感的情

感對象。讓學生明白，愛國不是口號，愛國

就是愛祖國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飲食風

物、聖賢豪傑、詩詞歌賦，文化習俗……

記得一次講汪曾祺《端午的鴨蛋》，我給

學生一人派了一個鴨蛋，組織全班同學一起

按照汪曾祺故鄉的風俗把鴨蛋掛起來。孩子

們感到新奇好玩，樂此不疲地把玩着。這些

平平常常的鴨蛋，就這樣在孩子們心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課後，我向孩子們佈置了功

課——閱讀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這本

書，然後按照汪曾祺介紹的麻婆豆腐的方子

做一道麻婆豆腐，請父母品嘗。孩子們都非

常積極踴躍地完成了這項功課。通過閱讀，

通過實踐，孩子們切實感受了祖國博大精深

的飲食風俗文化，感受了汪曾祺恬淡質樸，

含蓄節制的 “中國味兒” 寫作風格。

我想，通過這些點點滴滴勾勒出來的具

體的祖國形象，一定能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

芽，難以磨滅。

（二）由近及遠，於現實中下功夫

在講楚辭《國殤》一課時，為了能讓學

生切實感受到楚國戰士視死如歸、為國捐軀

的英雄氣概，進而能深刻認識到這篇文章的

意義，我結合了當時的時事新聞——在中印

邊境衝突中，我們的幾位戍邊戰士為了維護

國家安全，英勇犧牲。當一段段新聞視頻呈

現在屏幕上，當一個個英勇的戰士出現在鏡

頭 中， 我 注 意 到 這 些 稚 嫩 的 臉 上 表 情 逐 漸

凝重。接下來，再回讀《國殤》，全班都讀

得異常認真，自然而然地就讀出了文中的悲

壯之情。我知道，孩子們的內心被觸動了。

下課後，有兩位男同學跑來問我澳門學生是

否可以去西藏當兵。時隔很久，在一次寫作

中，好幾位學生都寫到了這件事對他們的觸

動。“清澈的愛，只為中國”，很多同學都記

住了 18 歲的烈士陳祥榕的這句話。

通過這堂課，讓我更加意識到教育要聯

繫實際，由近及遠。比起老師在講台上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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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河地講，不如引導學生自己在現實中去感

受。正所謂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

躬行”，愛國教育同樣如此。

（三）言為心聲，於朗讀中下功夫

在語文課堂上，學生接觸的每一篇中華

經典文章，背後都蘊含着中華民族的智慧及

審美。如何才能讓學生直觀深切地體會這些

文章的思想情感呢？朗讀是至關重要的渠道

之一。言為心之聲，不斷地去吟詠語言，就

能逐漸由 “言” 及 “心”，由 “表” 及 “裡”。

通過逐字誦讀，學生可以深刻領會作品的氣

韻、意義、節奏，對作品進行多方位的學習

揣摩。在講授《我愛這土地》一課時，我讓

學生把自己想像成詩人艾青，結合艾青所處

的時代背景及寫作背景，對作品進行反復朗

誦。作品最後一句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

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學生讀到

此處，都不自覺地提高聲音，急於表達文中

的愛國情感。這時，老師已經無需多言，學

生通過誦讀已和作者產生了情感共鳴。

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用 “不着一

字，盡得風流” 來形容文學創作的一種至高

境 界。 意 思 是 說 無 一 字 直 接 述 說 自 己 的 情

思，而自己的情思卻在尋常事物的描繪中得

到了最完滿的表現。這句話也給了我莫大的

啟 示。 我 們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是 否 可 以 少

一些空洞直接的口號？少一些浮華作秀的表

演？大愛無言，在口號之餘，在舞台之下，

我們更要教會學生將愛國情懷融入日常生活

的點滴中，根植於心靈深處的靈魂中，自然

流露在舉手投足的細節中。

中華文化　薪火相傳  
廣大中學中華文化小組

前言
“雲山蒼蒼珠海泱泱，廣大學府開堂皇，英

才樂育道大光，明德新民止至善，博學篤行示

周行，揚國光兮耀世界，學術邁進兮民族其永

昌，民族其永昌。”

以上是澳門廣大中學校歌的歌詞。

廣大中學創立於國家危難、民族水深火

熱的時期。創校先賢為教育獻身，以復興民族

為己任，他們將這份心志寄寓於歌詞之中，勉

勵師生引之為志業。至今，在廣大中學的校園

中，師生們仍每日唱詠校歌，以此互相勉勵。

習近平主席曾說，優秀傳統文化是 “一個

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國家、民族 “傳承

和發展的根本” ；文化自信是 “發展中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只有 “不忘本來才能

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更好創新”。

我校秉持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如何提高

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增進學生的

家國情懷和文化自信，鼓勵學生傳承及弘揚優

秀民族文化，是我校一直以來高度重視的。

廣大中學 “中華文化獎勵計劃”
近年，在校政顧問的倡議下，我校決定推

行全校性的 “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為做好相關

工作，我校成立中華文化小組，由宋敏副校長

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負責統籌各項工作，以

推動計劃的持續發展。

“中華文化獎勵計劃” 共設六個獎章級，分

別為 ：陶章、木章、銅章、銀章、金章，和專

為在職教職員工、校友及家長而設的 “榮譽獎

章級”。任何參加的學生均須由木章開始（高小

由陶章開始），然後依序晉升為銅章、銀章及金

章。

各章級的參加學生，必須完成相應的考核

內容及達到所需要求，方能獲得獎章 ：陶章、

木章及銅章級參加者須通過閱讀科、專題報告

科、文化參與科和文化推介科 ；銀章級參加

者須通過文化考察科、專題報告科和文化推介

科 ；金章級參加者須通過文化承傳科、專題報

告科和個人總結 ；而榮譽獎章級參加者則須完

成一專題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進行公開發表和

推介。

此獎勵計劃並不含競爭性，人人皆可完

成而獲獎。透過系統教學與考章活動，它提供

了一個讓師生親自體驗中華文化深層意義的機

會，引導他們在中華文化的認知、實踐過程之

中，產生愛護之情，從愛護進而將之傳揚、更

新和創造。

我校認為要更好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不

應只關注如何促成學生知性和理性的認知，也

應重視如何造就學生對文化的智性、感性和情

性的體會。於是，我校決定同時從常規學科教

學和趣味性的聯課活動入手，以期讓學生能更

深切領會中華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

吸引。

文化傳承與學科教學有機結合
在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方面，我

校鼓勵各科教師在原教學設計（已做的學科檢

視）的基礎上，持續深化教學設計 ；並透過組

織，進行跨科整合，逐步創建校本化的文化課

程。20/21 學年，我校中學部計有 13 個學科，

分別為不同年級的銅章考核者共設計了近 70 個

中華文化學習的課程。

以下舉視藝科 “創意揮春設計” 課程為例 ：

創意揮春設計課程屬於我校 “綜合應用技

能先導計劃” 系列課程之一，授課的對象為初

一級的學生。該課程的教學目標包括 ：增加

學生對設計相關行業的了解及對生涯發展的認

知 ；培養學生靈活運用設計工具、材料及技巧

的能力 ；讓學生認識並感受傳統節日的習俗和

文化。

教學實施的過程中，教師先教授字型美學

的知識 ；然後讓學生掌握圖像化字型的表達形

式及設計原理 ；再以揮春為載體，讓學生進行

個性化的文字設計 ；最後將學生的創意設計結

合 RISO 孔版機，以科技性的方式生成學生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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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的揮春作品。同時，透過內師的引介，我校

還和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師生進行了 “新春

賀歲教育文化交流活動”。

兩地師生們通過此次創新課程的學習，

和學習成果分享交流活動，實現了傳統文化與

現代科技並舉、藝術課程應用於生活的教育理

念，讓藝術和文化點亮學生的生活，也增進了

兩地師生對地方文化的認識和彼此的友誼。

以拓展活動為文化傳承的載體
在 非 正 式 課 程（informal curriculum） 方

面，我校利用不同的時間（課間、課後、課

餘），透過不同的課型（早會、周會、餘暇），

由校外內不同的導師舉辦多元的活動吸引學生

參與，以豐富學生的文化學習體驗，同時發展

學生的多元智能。

20/21 學年，中學部共舉辦的課程和活動如

下 ：

• 餘暇興趣班 ：茶道、武術、葫蘆絲、傳

統手工、毽球、書法、中國舞

• 講座與工作坊 ：認識澳門非物質文化遺

產——粵劇、澳門與茶講座、認識中國傳統文

化講座、木雕工作坊、中華文化大使班、古詩

詞吟唱與傳統禮儀活動班

• 比賽 ：傳統文化知識壁報暨網路問答挑

戰賽、古典詩詞誦讀比賽、中華歷史文化知識

競賽

• 全校性活動 ：八段錦（課間操）、舌尖上

的中國節、新春燈謎會暨眾筆齊揮寫揮春、中

華文化互動創作體驗、中華文化獎勵計劃啟動

禮、中華文化親子嘉年華、餘暇活動展示日、

中華文化薪火相傳授章禮

• 校外參觀 ：“一代昭度——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帝后服飾” 展、“認識祖國、愛我中華——

雲南研學”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獎勵計劃重視

知、行的結合與互相促成，我校鼓勵學生多認

識、多參與文化活動，更鼓勵學生將所知、所

感以不同的形式表達，並向身邊的親師友作推

介，促進彼此。例如 ：

小幼部在春節前舉辦 “中華文化日暨新春

嘉年華”。當日，校園張燈結綵，充滿了年味 ；

師生們都穿着傳統衣服回校參加活動 ；接着

各級同學透過多元的文藝表演，包括 “金龍獻

瑞”、“金獅賀歲”、“詩詞功夫”、“古箏演奏”

和 “中華扇舞” 等，向觀眾展示了中華文化之

美。由師生合力製作的攤位區，有視藝作品

的展示，有互動遊戲的體驗，有 “景點打卡＂

等，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中體驗和感受了文化的

吸引。

中學部在 “中華文化獎勵計劃啟動禮”

中，學生以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為意念

創作舞台佈景板 ；啟動儀式則結合剪紙、書

法、繪畫等元素，表達了對計劃的美好祝願 ；

形象宣傳片的主角是校內師生，講述的是他們

與中華文化結緣的故事。在 “中華文化親子嘉

年華” 中，校園化身為 “汴京市集”，現場安排

有不同類型的文化體驗攤位，而穿着宋朝不同

類型服飾的學生穿梭於活動現場，向觀眾介紹

宋朝文化及提供合照機會，使參與者對宋朝的

歷史與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在 “中華文化薪

火相傳暨授章禮” 中，透過火炬的傳遞儀式和

向獲章者頒授獎章，讓學生感受薪火相傳儀式

的莊嚴及文化代代承傳的使命。

為了辦好每一次活動，我校師生們總是

積極籌備，認識學習。從研讀歷史，瞭解中華

文化特色，到設計活動內容，準備材料，動手

製作等環節，不僅是個學習瞭解中華文化的過

程，也是辨析傳承中華文化的過程，達到了獎

勵計劃 “博學古賢助明志，篤行精華致遠行”

的教育目標。

結語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作為一個中國人，我

們擔負着不可推卸的文化傳承責任。學校教育

有着弘揚優秀民族文化的使命──就是培育學

生認識、瞭解、欣賞、關愛、敬重民族文化的

情懷，讓同學們具有弘揚並創新中華文化的心

志。

20/21 學年，我校高小學生共 130 人參與了

陶章的考核（小五共 70 人參與了試考活動），

當中小六有 60 人參與，其中 45 人通過考核而

獲得了陶章。中學部共有 738 人參與了木章的

考核，共有 513 人通過了考核，獲得了木章。

學生們在活動中不但擴闊了智性與感性的

培育，更從中學習研究、分析、整理、表達等

方法與技巧，且能聚合同志同好發掘共同的志

趣，於課後持續彼此互勉共進。經過一年的學

習，學生們對民族文化的認知與愛護、承接與

發揚，有了一定的收獲和心得體會。

通過推動 “中華文化獎勵計劃”，我校期盼

全校師生能共同體悟中華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深化並拓闊 “廣大” 校園的文化氛圍，內化師

生的文化與品格素質，在認識、欣賞中華文

化，培養敬重、關愛民族文化的情懷上，致力

做一個中華文化的傳承、弘揚者，以期我們的

民族文化得以薪火相傳，融入時代的演進，共

建世界文明，毋負創校先賢的宏願。

▲ 中華文化日暨新春嘉年華

▲ 中華文化親子嘉年華

▲ 中華文化日暨新春嘉年華

▲ 中華文化薪火相傳暨授章禮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24 25



本期專題本期專題

淺談“維護國家安全，
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

李明基

文化一詞，最早是由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

首次定義，原意是 “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

為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生產方式的

人一種約定俗成的潛意識外在表現，簡單來說

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因此，文化是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古今中外沒有一

個民族不重視自己的文化。

文化是國家、族群的產物，因此，要發展

文化，國家族群就需要保證有一個穩定的環

境，有培養文化的土壤，讓人民安居樂業。而

文化發展速度和方向也和國家穩定相關。試想

想，生活的地方天天戰亂，日日鬧饑荒，怎能

發展到優秀的文化、和諧的文化！溫飽都不能

解決，還有精力顧及其他嗎？

為什麼說中華文化是優秀的文化？首先中

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的祖先在肥沃而又經常

泛濫的黃河流域採取農耕為主的生活方式，比

較穩定地發展自己的獨特文化，創造了光輝燦

爛、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例如文

字、語言、藝術、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也

有古代四大發明和無數當時先進的產品。在中

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國家有過戰亂和

分裂，有過悲情歲月，但總體上統一的年代佔

絕大多數、和諧穩定的日子佔絕大多數。

早在上古時期，祖先就已經實行以德服

人、以德化人、以德治國，形成厚德載道的文

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國情懷

濃烈。我國以儒家文化為主，兼融各家學說，

主張仁民愛物，崇尚倫理、注重人文理性、強

調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追求至善、和諧美滿和

具憂患意識等等，成就了我們泱泱大國，禮義

之邦的國風，和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慎言敏

行、嚴於律己、崇尚君子的民風。

有人說中華文化是保守的，是內斂的。我

覺得這是片面的認識。我們要看到傳統中華

文化進取的一面，孔子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 是何等寬懷，祖逖 “聞雞起舞”、朱子 “黎

明即起，灑掃庭除” 是何等催人勤奮，曹植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顧炎武 “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 是何等的激昂，內斂反映的是

“三思而後行”，“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

可極、志不可滿”，孟子 “養浩然之氣”，“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折射出

我國古代思想柔中帶剛的精妙，這又是傳統文

化孕育下的美德。科舉制度，雖有其落後的一

面，但也為古代千百萬平民百姓提供了進身的

階梯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寒窗苦讀”、“擂台比

武” 都是激烈的競爭。

優秀傳統文化是國家、民族的血脈和根

本，絕不能丟棄。因此教授中華傳統文化，繼

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每一位教師

的天職，是每一學科的要項。要使下一代認識

傳統文化、愛護祖國文化，建立民族的自信和

歸屬感，努力構建和諧社會，自覺維護國家的

安全，讓祖國文化薪火相傳，這也是當代素質

教育的目標。

傳統文化教育是思想教育和愛國教育，要

達至文以化人，文以載道，認同歸屬，我覺得

教師進行傳統文化教學時要注意下面幾點 ：

1. 自覺學習，擴闊視野。《孟子·盡心

下》“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我們教師不能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此必須要加強學習，

虛心學習，多了解國家的優良傳統文化、傳統

文明、傳統工藝的底蘊和產生的背景，多看

書閱報，瞭解國家大事和社會時事，拓闊知識

面，講好中國故事、大灣區故事、澳門故事，

做到 “胸藏文墨懷若谷，腹有詩書氣自華”，

隨時準備和學生作各方面的探究。

2. 以身作則，樹立榜樣。文化是很抽象

的，它附托於人的行為習慣，因此，文化的傳

承、學習，一定要有人和事說明，英雄故事要

多講，古代警世格言要多說，古詩文要多念。

教師常為學生的學習對象，“行之以躬，不言

而信”，因此自身的行為習慣，必須要注意，

否則缺乏信服力。

3. 明 辨 是 非， 以 理 服 人。 學 生 認 識 不

深，或受到社會不良文化的影響，常常誤解我

國的傳統文化。教師要堅持真理，以理服人，

大膽指出錯誤所在。

4. 承前啟後，與時俱進。文化是與時代

相適應的，有承前啟後的特點，教學上也應持

“與時俱進” 的觀念和客觀地分析歷史。每一

朝代都有獨特之處和相同的地方。漢唐都建立

了鼎盛的文化，但兩者有明顯分別，管治上，

漢較重為我獨尊，唐則着力民族融合，因此，

漢代產生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唐代形

成 “兼收並蓄，修文興學”。文化的形成和當

時的歷史背景、時代的要求很有關係。優良的

文化能帶動潮流，例如華服的穿着，曾經有段

時間人們覺得是 “老土”、“守舊”，“青年裝”、

“中山裝” 等，在港澳社會乏人問津。但隨着

國家的強盛，傳統服飾在質料、造工改良後，

成為 “時髦” 之品。因此，文化和國力、時代

息息相關，同一文化，不同時期人們有不同的

取態，教學要把握時代的脈搏。

5. 和而不同，互相碰撞。文化不是一塊

鐵板，和世界各種文化碰撞，從而發展、壯

大、充實。我國傳統文化一樣是經歷過這成

長過程的，例如琵琶、二胡都是以前胡人的樂

器，經過融合後發展成國樂。

6. 潛移默化，細水長流。傳統文化和思

想品德教育一樣，必定要和風細雨，滴水穿石

地進行。品德教育我提倡 “感受教育”，教育

功能除了知識傳遞，還要讓學生產生共鳴和認

同。傳統文化教育和品德教育一樣，不能單靠

灌輸，應多舉辦參觀交流、讓學生實作參與，

感受箇中趣味和發掘優秀之處。這過程教師要

給予引導，否則參觀學習變成旅遊，傳統文化

作品製作變成一般技藝學習，那就失卻意義。

7. 跨科結合，多方養成。當代教學，不

能單調進行，故此有跨科、跨年級教學的出

現。跨科的中華傳統文化教學活動，設計並不

困難。例如教學 “風箏” 的傳統文化，歷史科

可教授風箏起源，講解墨翟 “斫木為鷂，三年

而成飛一日而敗” 的故事 ；中文科可教學和風

箏有關的文學作品 ；數學可講解弧線、對角

線 ；公民可講授放飛的法規和引導遵紀守法，

還可延伸我國的航天發展史，增強學生的愛國

情懷。

8. 國安教育，重中之重。國家安全是當

前傳統文化教學的關鍵。傳統文化教學過程中

除感受其優美，培養溫良的情操。更應不忘文

化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係。如上文所述社會穩

定是文化發展之本，不能忘記這根本！國家安

全為縱，家國情懷為橫，教學上縱橫交錯，結

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築牢我們的愛國主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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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內容選取上應該以有利於學生陶冶品性，

孕育追求和諧、謙和好禮、誠信克己、與人為

善、勤儉廉政、刻苦耐勞和精忠愛國的中華民

族精神。反面、失敗的教材要引導學生瞭解

其要害和不良影響，使傳統文化教學內容突顯

真、善、美。

以上幾點淺見，與各位分享，不當之處，

請多指正。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金茂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人民的精神家園。文

化安全關乎國家穩定、民族團結、精神傳承，

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

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無論語言文字、哲

學思想、禮儀風俗等，都是十分獨特和優秀

的。五千多年前，甲骨文和竹簡上象形字的出

現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開端，使我們的國家慢慢

地走上強盛和偉大。在 “四大文明古國” 中，

我國是唯一一個語言、文字保留最好的國家。

中國的民族文化實際上就是儒道釋合一的文

化，國學大師南懷瑾曾對此有過精彩闡述 ：儒

家文化是塔基，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內容，

核心思想是 “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 ；道家文化是塔身，核心思想是

“崇尚自然，無為而治”，順應自然規律，講究

天人感應和因果報應 ；佛教文化是塔頂，核心

思想是 “明心見性、解脫生死、超越輪迴”。

人是文化的主宰者。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中

華優秀傳統的人文精神。幾千年來，中華民族

很注重人文精神的培養。老子《道德經》第八

章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

之所惡，故幾於道。” 意思是最善的人好像水

一樣。水善於滋潤萬物而不與萬物相爭，停留

在眾人都不喜歡的地方，所以最接近於 “道”。

《周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君子應該像天宇一樣運

行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也不屈不撓 ；如果你

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樣，沒有任何東

西不能承載。天（自然）的運動剛強勁健，相

應的，君子處世，也應像天一樣，自我力求進

步，剛毅堅卓，發奮圖強，永不停息 ；大地的

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容載萬物。

《大學》的 “三綱” ：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八目”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意思是《大學》提出了

“三綱領” 和 “八條目”，強調修己是治人的前

提，修己的目的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

說明治國平天下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內在聯繫。

以上都是先賢們對人文精神的表述，不管過

去、現在、將來對我們都有用，也不斷鞭策炎

黃子孫發揚光大。

芻議地理教學與愛國主義教育 
劉朝暉  張青峰

一、前言

長沙定王台圖書館牆上的世界地圖，拓寬

了青年毛澤東的視野，世情、國情縈繞心頭，

救國救民的理想信念與日俱增 ；少年周恩來從

小學地理課文瞭解到祖國的偉大與落後，激起

了振興中華的雄心 ；兒時地理課堂播下的愛國

種子，使錢學森不慕榮華，不畏艱辛，毅然回

國，為新中國的火箭導彈及航天技術躋身於世

界先進之列作出了重大貢獻。偉人的事蹟一方

面佐證了中小學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關鍵時

隨着時代的發展變遷，漢字不斷改革和書

寫不斷簡約，更加接近民眾 ；中華文化也不斷

接近民眾。東方三大聖人 ：第一位是老子。

他提出 “天道觀” 和 “無為而治” 的概念 ；以

“水” 的特性作比喻，要人向善。第二位是孔

子。他提出 “仁學”，奠定了人類共生存的倫理

道德基礎 ；傳播 “六經”，弘揚中華文化精神 ；

開創私人辦學的先河，使中華文化更加接近民

眾。第三位是六祖慧能。他創頓悟成佛之學，

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是佛教禪宗的真正

創始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用白話文寫文

章，是中華文化的重大變革，使中華文化更加

親近民眾。魯迅是用白話文寫文章的第一人。

他以筆桿子喚醒民眾覺醒。毛澤東主席是繼承

和捍衛中華文化的典範，他的詩詞是一部光輝

的史詩。

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

外來文化對中華文化有所衝擊，有一段時間內

地就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要取得中文系學士學

位文憑，必須通過英文幾級試。不知把中文的

地位擺在哪裡？香港有個別明星講中文，有些

字用英文講，也就是說身為中國人有些字只懂

得英文讀音而不懂得中文讀音 ；廣告招牌上出

現隨意更改字詞、成語的現象層出不窮。對中

華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吸取精華，除去糟粕，

以古為今用為原則。

當前，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的

人文精神，以德治國，以德樹人。我們國家的

人民，就會有良好的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

業道德、社會公德。從小培養作為中華民族的

自豪感 ；加強全民族對文化遺產（包括物質和

非物質）及中醫國粹的認識 ；學校應注重對學

生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除此之外，文化也

因交流而繁榮，文明也因互鑒而興盛。文化只

有在開放中才能發展自己，文化安全只有在文

化發展中才能實現。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不

斷激發自身文化發展的內在活力，在文化開放

中不斷壯大中華民族文化的本體，使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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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另一方面也說明地理學科是開展愛國主義

教育的重要陣地，地理教師責無旁貸。地理學

科在實施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如

下表）。

《中國地理》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構建

章節 整合後的主題

疆域 海陸兼備的東方古國（優越的地理位置）

民族 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團結奮進的中華民族）

地形 壯麗河山、美麗中國

河流 造福千秋的水利工程（長江三峽、南水北調）

自然資源 富饒的家園

交通運輸 高鐵王國

農業 中國人養活中國人

工業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旅遊 燦爛的名勝古跡

環境治理 綠色家園（風沙治理、水土保持）；全球氣候
變化中的中國貢獻（新能源開發）

中國
在世界中
的角色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中國的時代擔
當（一帶一路）

二、地理教學中實施愛國主義教育的常用

方法

（一）在課堂教學中滲透

課堂是師生交流的主陣地。在課堂教學

中，教師可結合教學內容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

有機滲透。地理教學中常用的滲透方法有以下

幾種 ：

1. 事實勝於雄辯，用事實堅定愛國信念

例如，在學習《中國的疆域》時，有同學

提出 “中國南海國界線劃到鄰國家門口是否合

適？” 此時，教師應擺明事實 ：對南沙群島及

其附近海域，中國是最早發現、命名和行使主

權管轄的國家。1946 年中國政府從日本人手中

接收並派兵駐守，還舉行了接收儀式和立碑紀

念，戰後沒有任何國家提出異議，美國一直承

認中國對其擁有主權 ；1970 年後，越南、菲律

賓、馬來西亞等國開始搶佔部分島礁並掠奪資

源，甚至提出主權要求，這是明目張膽的侵略

行徑。[1]2013 年開始，我國在南海七個島礁上建

造永陸島嶼，總面積達 15 平方千米，極大地提

高了我國對南沙群島軍事管控和資源開發的能

力。

2. 透過熱點事件，增強愛國意識

很多熱點事件，因為尚處於 “演進” 階

段，很多同學覺得費解，此時，教師應引導學

生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斷增強愛國意識。例

如，在學習《國際經濟合作》時，學生對眼下

的中美關係普遍感興趣，但對中美競爭的實質

沒有認知，教師可安排學生展開討論並加以引

導。中美競爭首先是包括國家利益、發展空

間、地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國家權力

的競爭 ；其次是兩種文明、兩種制度的競爭，

也是人類命運之爭。中國的誕生和崛起，改變

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更是 16 世紀

以來形成的世界文明格局。因此，中美競爭實

際是王道和霸道之爭。

3. 展示祖國輝煌建設成就，增強民族自信

心

因為教材編修訂的滯後性，很多新內容需

要教師補充，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建設

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是進行愛國主義教

育的絕佳素材。截至 2020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

值穩居世界第二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中等

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糧食總產量連續 30 多年

居世界第一 ；220 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 ；

基礎設施不斷改善，高速鐵路營運總里程、高

速公路總里程、5G 終端連接數均居世界第一 ；

繼 2019 年首次超越美國，2020 年中國繼續領跑

全球專利申請量。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

枚火箭升空，從深空探測到深海探測，從兩極

科考到珠峰測量，從雜交水稻研發到全民脫貧

奔小康，中國的每一項成就，無不讓同胞油然

而生民族自信心！

在眾多成就中，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具

有劃時代意義，9899 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 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脫貧攻堅

偉大鬥爭鍛造形成了 “上下同心、盡銳出戰、

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

的脫貧攻堅精神，它是中國共產黨性質宗旨、

中國人民意志品質、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寫

照，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集中體現，是中

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充分彰顯。[2]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激發愛國行動

有同學在學習《東南亞》時，瞭解到花園

城市新加坡後對自己所在的城市有點 “恨鐵不

成鋼”，教師引導他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新加坡屬於發達國家，城市建設比較早，資

金投入也多，只要我們善於學習別人的先進

經驗，我們的城市面貌也會大大改觀的。學生

“緊鎖的眉頭” 漸次開了。在後續學習中，當

學生瞭解到歐洲內陸山國瑞士資源缺乏卻有很

多世界聞名的專業小鎮時，主動提出了 “我國

山區面積廣大，如何開發？” 的問題，在老師

引導下學生作出瞭解答 ：努力提高山區人民

的科學文化素質，改善交通，積極發展有較好

經濟效益、能保持生態平衡、保護環境的各項

事業，如旅遊業、中草藥栽培、建小型水電站

等。這啟發我們，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絕不是評

頭品足、怨天尤人的局外客，而是腳踏實地分

析、解決問題，是有拳拳報國心的主人翁。

（二）在主題活動中提高

主題活動即圍繞某一主題進行的教育活

動，如國情知識競賽、祖國山河美朗誦、祖國

建設成就展、愛我中華演講等活動，讓學生在

活動中體驗、感悟、融會貫通。

如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節氣，是我國勞

動人民獨創的文化遺產，能反映季節的變化，

指導農事活動，影響人們的衣食住行。在每個

節日來臨時教師都可以 “借題發揮”。周而復

始的輪迴，寄託了先輩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

與期待。以清明為例，為了禮敬祖先、慎終追

遠，古代中國就開啟了春秋二祭，即清明春祭

和重陽秋祭，抒發了人們尊祖敬宗、繼志述事

的道德情懷，傳承了中華文明的祭祀文化。到

了今天，除了禮敬祖先，清明節也是緬懷革命

先烈的重要節日，正是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前

赴後繼、英勇奮鬥，才成就了新中國的輝煌。

再如 12 月 13 日的國家公祭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於 2014 年決定以國家公祭的方式，祭奠

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 30 萬同胞。這一紀念日

的設立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

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我們應啟

發學生牢記歷史、勿忘國恥、愛我中華、奮發

圖強、從我做起、凝聚力量。公祭日禮儀是學

生必須知道的，除了為遇難同胞送上悼文或祭

語以表達對逝者的哀思與悼念，還應停止一切

娛樂活動。

（三）在研學旅行中升華

寓愛國主義教育於遊覽觀光之中，通過實

地參觀、體驗感受等方式，引導學生領略壯美

河山，投身美麗中國建設。研學旅行實質是依

託自然、人文景觀和重大工程項目開展教育。

例如，位於河南省林州市的紅旗渠，屬於

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有 “人工天河” 之稱。它動工於 1960 年，十

萬林州人民，苦戰十個春秋，僅僅靠着一錘一

鏟、兩只手，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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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千米的紅旗渠，結束了十年九旱、水貴如

油的苦難歷史。在參觀紅旗渠時，我們應把握

紅旗渠精神的核心內涵，即自力更生、艱苦創

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3]

三、愛國主義教育的落腳點

無論是課堂教學中的滲透，還是主題教育

活動中的提高、研學旅行中的升華，愛國主義

教育的落腳點絕不是 “形”（喊口號、浮在表

面），而在於 “質”（發自內心）。在中國，愛國

主義的 “質” 就是對偉大的中國精神的深刻把

握。中國精神的核心思想理念包括革故鼎新、

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惠民利民、

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講仁愛、重

民本，守誠信、崇正義 ；其凝聚的中華人文

精神是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與文以載

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 ；其彰顯的中華傳統

美德包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精

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

賢思齊的社會風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

辱觀念。中國精神滋養一個個自強不息、修齊

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

立業的中國人，這也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根

本原因。[4] 愛國主義教育正是要把 “根” 留住並

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

[1] 軍事科學院課題組 . 論中國擁有南沙群

島及其附屬海域主權——基於史實和法理的研

究 [J]. 中國軍事科學 .2015,(2) ：146-155.

[2] 王均偉，邊及岩 . 脫貧攻堅精神的豐富

內涵——基於習近平重要論述的分析 [J]. 黨的文

獻 .2021,(1) ：26-32.

[3] 閆炳锜 . 論紅旗渠精神的內涵與弘揚路

徑 [J]. 青年時代 .2021,(18) ：82-84.

[4] 季秀平 . 習近平論中國精神 [J]. 淮陰師

範學院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1,43(4) ：325-

333，431.

多元化情境的
愛國愛澳主題教育活動設計

劉朝暉  鄧荷英

摘要 ：

基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實際需要，本文圍繞

“愛國愛澳” 主題，從教育目標的擬定出發，

基於多元化情境的設計理念，利用視頻、文本

閱讀、問題討論、語言表達等方式設計教育實

施方案，引導學生從歷史、現實的角度認識

“愛國愛澳” 的重要性，學會將自身前途與祖

國命運有機結合，服務於中華民族復興大業。

關鍵字 ：

多元化情境 ；愛國愛澳 ；教育目標

一、問題的提出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傳的精神血脈，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

的精神紐帶，激勵着無數中華兒女為民族獨

立、祖國繁榮富強而不懈奮鬥。2019 年，中共

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

綱要》，提出在新時期內，要將愛國主義教育

貫穿於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1]

作為數字時代的 “原住民”，青少年借助

互聯網開闊眼界的同時，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

的價值觀念。由於這一年齡階段三觀初具模

型、篩別信息能力不强，多元甚至彼此對立的

信息讓青少年容易陷入三觀動搖、自我懷疑、

自我否定的狀態，從而爲青少年的身心成長産

生負面影響。正因如此，各級各類學校應高度

重視學生的思想塑造，深入持久地落實愛國主

義教育，積極開展相關教育活動。為此，某中

學安排教師給學生上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公開課，撰寫可行的教育實施方案。

二、課題分析

毋庸置疑，“愛國愛澳” 主題教育活動的

目標宏大，對於青少年學生而言有著深遠的現

實意義。但因為缺乏親身體驗，學生往往缺乏

歷史視角，對現實生活感悟也不夠深刻。倘若

採取平鋪直敘的宣講方式，學生或許興趣欠

缺，教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我們認為，採取

多元化情境教學，既符合當前教育改革的主旋

律，也能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從而確保

教育活動達成預期效果。

情境是教師圍繞一定教學目標創設的、具

有一定感情色彩的、形象生動的場景，學生藉

此增強興趣、深入理解相關內容並完成心理機

能的發展。情境的呈現方式可以是多媒體視

頻，也可以是文本材料，還可以是語言表達、

實驗等，多元化情境是現代教育教學的常見手

段。

三、教育目標的擬定

清晰的教育目標是教育順利實施的前提。

“一二三四” 是 “愛國愛澳” 主題教育活動的

基本思考。

一個前提。即以 “愛國” 為前提，旨在讓

每位中華兒女都能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爭做新

時代的奮鬥者，投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

踐中！

兩個基本點。“愛國愛澳” 必然落實到建

設 “ 和 諧、 幸 福 澳 門 ”， 由 此 引 出 兩 個 基 本

點，一是必須堅持 “一國兩制”，堅決維護祖

國統一 ；二是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澳

門與祖國共繁榮。

三個維度。即萌愛國情、立強國志、踐報

國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 ：“對每一個中國

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

繫、情之所歸。” [2] 愛國絕不是 “喊口號”，也

不能僅僅停留於情感上，而應將個人前途與祖

國命運緊密連接在一起，把對祖國的熱愛轉化

為建設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實際行動。

四條原則。一是趣味性，興趣是最好的老

師，立足學生實際，激之以趣。二是情感性，

採取多種手段，做到動之以情，避免說教、灌

輸。三是思考性，聯繫社會實際，啟之以思，

做到明辨是非。四是實踐性，結合時代要求，

導之以行，確保教育有效。

四、教學過程

（一）觀看視頻，分享發生在你身邊的、
讓你感動的人或事。

視頻內容 ：澳門濠江中學兩任校長獲評感

動中國 2019 年度人物。1949 年新中國成立當

日，時任校長杜嵐不畏當時澳葡政府的施壓，

毅然在濠江中學升起她親手縫製的五星紅旗

（也是澳門的第一面五星紅旗）。1999 年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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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祖國當天，87 歲高齡的杜嵐站上升旗臺，

拉動升旗的繩子，帶領全校師生再次升起五星

紅旗。2000 年，濠江中學現任校長尤端陽接

下了 “國旗的傳承”，每逢週一、校慶及國慶

日，都會帶領本校全體師生舉行升旗儀式。[3]

設計意圖 ：讓學生找到澳門與祖國的連

接，引導學生發現 “身邊” 的愛國元素。例

如，“賭王” 何鴻燊屢次拯救國寶，歸還故里

的義舉，體現了一個企業家的愛國情懷和文化

擔當。再如，2017 年颱風 “天鴿” 重創澳門，

“最可愛的人” 駐澳官兵清理街區，獲市民點

贊。

（二）閱讀材料，思考 ：為什麼澳門的愛
國薪火傳無盡？

1553 年葡萄牙人通過行賄中國官員獲准入

居澳門並大舉開展貿易活動，使澳門從一個邊

陲小漁村躍升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

口。明清時期，儘管葡人不斷進行文化滲透，

但是中國從未放棄對澳門的控制，居澳華人也

一直堅持著中國傳統文化與習俗。1849 年葡國

政府對澳門實行武力擴佔，居澳華人紛紛以高

揚中華文化為旗幟組建各種行業社團。這種思

潮也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一批主張革新的思想

家。如中國著名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救時揭

要》中呼籲清廷關注居澳華人的人身安全和國

家關稅，加強對澳門的管治 ；在《盛世危言》

中闡述了發展教育對救亡圖存的重要意義，其

警世醒時之論震動朝野，並影響到孫中山、毛

澤東等革命志士。[4]

2000 年成立不久的澳門特區政府便出版了

關於國歌、國旗、國徽和區旗、區徽的相關教

材，為澳門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提供參考 ；

2006 年特區政府修訂《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

法》，第四條明確規定，“相關實體要致力於培

養及促進受教育者愛國愛澳、厚德盡善、遵紀

守法的品格”，尤其應培養學生對國家和澳門

的責任感。[5]

設計意圖 ：讓學生通過梳理歷史，既瞭解

“愛國愛澳” 是澳門人世代相傳的崇高精神，

又明白澳門與祖國 “同呼吸、共命運、心連

心” 的濃厚社會氛圍與植根於各家庭、學校、

社團持續推進的愛國主義教育密不可分。

（三）問題討論 ：你認為有必要在澳門大
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嗎？

設計意圖 ：讓學生在暢所欲言的分享中

明白在澳門宣導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澳

門今日繁榮穩定的局面及所取得的成就來之不

易，“一國兩制” 直接關係到澳門以及澳門青

年自身的長遠發展。作為澳門的核心價值，

“愛國愛澳” 有賴於通過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傳

承發揚光大。教師還可適當聯繫港台等周邊事

例，引導學生對比、聯想。

（四）情感昇華 ：結合 “愛國愛澳” 主
題，給二十年後的自己寫一封信。

設計意圖 ：如果是一滴水，請滋潤一寸土

地 ；如果是一縷陽光，請照亮一分黑暗 ；如

果是一粒糧食，請哺育有用的生命 ；如果是一

顆螺絲釘，請永遠守在自己的崗位。雷鋒的這

段話告訴我們，愛國就是堅守自己的崗位，敬

業是愛國奉獻最有力的注解！結合生涯規劃，

聯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引導學生明晰志向、

努力奮鬥，熱愛、關心澳門和祖國，積極發展

自我、提升自我，讓自己在更大的舞臺上發

光。

綜上，採用多媒體、文本、問題、語言表

達等多元化情境，從歷史的視覺到現實的維

度，從 “愛國愛澳” 的崇高情感到個人生涯的

努力方向，有利於學生萌發真摯的愛國情感，

形成 “報效祖國” 的情懷，並落實到生涯中的

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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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傳承與凝聚
——淺談澳門愛國主義教育方法與實踐

王鵬程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愛國愛澳精神從一種

民間情懷轉化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愛國主

義教育也逐漸成為澳門教育的核心範疇之一，

並逐漸體現出新時代的特色。

作為一名澳門教育者，本人一直踐行並總

結如何更有效地推進愛國主義教育。眾所周

知，澳門素有愛國傳統。可以自豪地說，即使

僅憑樸素的愛國主義感情，澳門也可以提交一

份令人羨慕的答卷。但是，我們不應僅僅停留

在這裡，實踐證明，如果方法得當，愛國主義

教育能夠在澳門更有效地推行，並與時俱進，

釀造獨特的愛國主義文化氛圍。本文就結合個

人教學實踐，分享一些有關澳門愛國主義教育

的經驗、方法和思考。

一、目前本澳愛國主義教育尚有提升空間

其實，特區政府和本澳學校一直非常重視

愛國主義教育，投入亦不少，然而結合本人多

年的教學實踐發現，尚未達到最理想的狀態。

在具體教學實踐中，愛國主義教育效果仍有不

少的提升空間，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一是仍存在形式主義現象。有時愛國主義

教育僅表現為標語宣傳和儀式性活動，似乎是

僅為了完成政治任務或者宣傳任務而做，造成

這個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者或組織者自身並

沒有認識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特殊性、意義及目

的，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態。

二是未完全脫離教條。主要是刻板引用宣

傳標語和解讀文本，或是沒有從學生的理解能

力和生活情境入手，生搬硬套，強行灌輸。本

人結合個人經驗認為，想要實現好的教學效

果，就必須擯棄政治灌輸和教條主義，且不

依賴單一教材文本。教育者應當秉持靈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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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姿態，從活化教學內容入手，適時地在生

活中引導學生們正確地面對社會現象和個人生

活。

三是層次尚待提升。愛國教育往往僅停留

在樸素的愛國感情培養和國情知識認知等層

面，缺乏高層次的體悟、升華、理性化及系統

化的過程。這一點後面還會詳談。

愛國主義教育需要用堅實、有效的方法去

推進。在教育投入已經不少的情況下，如果想

提升澳門愛國主義教育的層次和正反饋，應當

着力從教學方法論上入手。而方法論又與愛國

主義教育的目標息息相關。

二、明確澳門愛國主義教育的目標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這是

愛國主義教育的出發點。應當認識到，不同地

區、不同時代的愛國主義教育的議題和目標應

當是不同的。戰爭時代，愛國主義的目標是民

族融合、國家統一、反抗外來侵略 ；在當今時

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則是樹立為國家安全

而奮鬥的理想、信念，自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

尊嚴與利益，抵抗外來滲透和分裂勢力，提高

民族凝聚力，促進國家現代化建設。

具體到澳門，愛國主義教育目標應當結合

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來精心設計，具有不同層

次，並以較高層次為最終目標。參考內地的經

驗，這項工作應當由政府來主導推進，並最終

形成教育規劃。作為拋磚引玉，本文初步構想

的澳門愛國主義教育目標如下 ：

通過啓發和共鳴，首先喚起學生的真實愛

國感情和家國情懷，並隨之通過引導使之理性

化和體系化，使樸素的 “感情” 逐漸升華為信

仰和原則，以達到完善人格、提升思想情操的

境界。在此基礎上提升學生和青年整體對 “一

國兩制”、國家安全等核心理念的參與感、認

同感和自豪感。

三、愛國主義教育的三個實踐層次

根據以上教學目標，可以將愛國主義教育

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 “信仰”，二是 “傳承”，

三是 “凝聚”。這三個層次由淺入深，螺旋上

升。具體的教學設計也可以依據這三個層級進

行安排。

1. 信仰 ：“不忘初心”
第一層次稱之為 “信仰”，即是要尊重和

調動學生們原生的、樸素的愛國感情和直觀感

受，在教育中假以生發和醇化，並逐漸引導和

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認知和信仰。

當讀到近代史上的屈辱歷史、當看到五星

紅旗冉冉升起、當看到 “天宮” 空間站遨遊太

空的時候，心中那種油然而生的情愫就是最質

樸、最真實的愛國感情，是每個人心中的自然

體驗，是最寶貴、最需要呵護的情感源泉。需

要注意的是，從經驗上來看，這一點最容易被

激發，但也最容易失於偏激。所以，這種感情

需要被引導、被醇化。教育者應當適時介入，

讓學生認識和梳理正確的、全面的愛國主義觀

念，為其解惑，防止產生極端化的、狹隘的思

想。

2. 傳承 ：“我們血脈相通” 
相對於上一個偏重於感性認識的層面，這

個層面更強調理性認識。愛國主義傳承教育強

調的是文化傳承和文化烙印，包括中華民族的

優良傳統、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讓學生從歷

史和現實中汲取營養來完善自己，並自覺延續

文化基因。通過理性方式獲得的認知和認同感

更加持久，也更加可靠。當然，同時也意味着

需要更多的教學時間和資源投入，且對教育者

有着更高的要求。

除了傳統的歷史、國情和民情教育之外，

這一層次的教育重點在於傳播民族優秀文化，

突出中華民族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從

外到內，重心放在文化血液、文化基因以及共

同文化記憶等內在要素上。

從本人實際經驗看來，澳門學生普遍對儒

釋道、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等文化濃厚的內容

深感興趣 ；也對國家的高科技發展、政治經

濟成就熱情關心。在實踐層面，通過舉辦讀書

會、知識競賽等形式，讓每個學生深度參與思

考和冷靜反省，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傳承

教育的妙處就是在看似是學識性教育的同時，

潛移默化地完成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效果較

好。

3. 凝聚 ：“我們不是孤軍奮戰”
信仰教育和傳承教育所達致的更多是以學

生個體為目標的教育理念，而第三個層次 “凝

聚” 則較多聚焦於群體教育理念。

如果超越教育的語境，從更宏大的角度來

看，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就涉及到民族國家認同

感的生成。心理學指出，能夠彌合人類個體孤獨

感和恐懼感的就是認同感。能夠彌合集體孤獨

感、建立光榮自尊心的就包括民族國家認同。

民族認同的形成需要歷史的境遇，需要無

數次共同的喜怒哀樂事件來締造。回顧歷史，

“保家衛國” 的信念曾是震撼民族意識的最強

力量。澳門在這方面有着天然優勢。過往的殖

民文化和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使得澳門

學生對祖國統一有着切身體會和深刻理解。

有言道，“愛國主義是一種生動的集體責

任感。” 在教育主題設計上，要強化祖國統

一、民族團結的理念，深刻揭示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大意義，

並組織學生分析討論如何警覺和對抗分裂祖國

的言行。培養學生以共同體的思維去應對國家

安全和民族未來等問題。

四、結語

愛國主義教育不是口號，不是形式主義，

不是知識普及。面對着新時代的各種挑戰，無

論是對於個體還是群體，愛國主義教育都承擔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深處新時代的澳門更

是如此。因此，為了保持長久的生命力和發展

動力，且不在時代迷霧中喪失方向，無論是教

育界還是整個澳門社會，都有責任繼續研判和

深究愛國主義教育的本質和方法，不斷深入下

去。

致力維護國家安全，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盧錦婷

中國偉大思想家梁漱溟曾言 ：“歷史上，

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若後若前之古代文明，或

已夭折，或已轉易，而失其獨立性自己之中華

民族歷史文化生命。惟中國人能以自創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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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永為自己之民族生命，至今日巋然獨存。”

可見，中華文化是我國獨立於世的珍寶，更是

如今之國人應當加以研讀並弘揚的文化寶藏。

如今，時代的物欲橫流，人們的急切焦

躁，這個由中華上下五千年精神聚積並沉澱，

由億萬中國人世代相傳的文化瑰寶，正在從我

們的手中一點一點的流逝，被遺忘，被丟失，

甚至被竊取。看着眼前這副殘狀，作為中華兒

女的我們不能坐視不管，更不能無動於衷！我

們必須接過時代的手杖，肩負起弘揚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大任 ! 習近平總書記曾表示 ：“淵博

精深的中華傳統歷史文化是我們在當今世界文

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本。” 中華文化這顆璀

璨明珠不僅關係着中華的文化自信，也關係着

我們國家的安危。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

濟迅猛發展，生活水平的飛速發展，生活質量

的極速提高無一不昭示着中國正在進行着一場

動人心弦的經濟加時賽，可是，伴隨着中國經

濟一同極速發展的的過程中，許多傳統文化被

人們漸漸遺忘。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與碰撞是必然

的，也是世界的大趨勢所在。然而，活字印刷

技術被別國申報為非物質文化財產，而端午節

成為了別人的重要傳統等等，這樣的消息令

人們無比寒心，但就在寒心的同時它又在危

及着一個國家的人文安全。於是，保護國家安

全，維護非遺成果成為了頭等大事。然而保護

一詞相對於《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所

界定的 “保護” 的概念來說，其更傾向於 “弘

揚” “振興”，而這，正是我們新時代人民的責

任與義務所在，傳承傳統文化也是新時代賦予

年輕人的使命 !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中華文化的傳承

和發揚在新時代也應變通趨時，與時俱進。中

國成為享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

除引以為傲的優良傳統民族文化之外，還是發

展得日益快速的科學技術。從我國新時期的發

展社會文明歷史中人們可以明白到，科學技術

和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並不是背道而馳的，當人

們在新發展道路上用着科學技術這把雙刃劍而

披荊斬棘之時，切不可忘記了中國傳統歷史文

化的牽引與驅動。現如今，浩瀚青史，概括於

茫茫壇裡 ; 燦爛文明，濃縮於我們眼前。在人

類的發展演變歷史裡，文明是長青樹，科技才

是聚寶盆。帶來了人類的幸福，也推進了社會

歷史車輪。

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而中華文化古籍

則更博大精深，浩如煙海，我們於典籍中吸

取力量 ! 中華典籍古文中，搭載了 “仁、義、

禮、智、信” 的美德倫理觀，品德的威力也是

相當強大的，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讓人靈魂

受到了蕩滌和洗禮。尾生抱柱、曾子殺彘，都

給予了人們一幕幕重誠守信用的好榜樣 ；肉坦

負荊，引咎自責，讓我們知曉了知錯能改，善

莫大焉 ；車胤囊螢，懸梁刺股，更讓我們懂得

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的深刻含義。

中華江山美如詩畫，群山之間美如龍舞。

華夏上上下下五千年餘年，在歷朝歷代都是神

奇的歷史文化印記，而這其中，詩經則是那濃

墨重彩的一筆。書經的文章語言簡練，慷慨

僨事，讀後方可深悟其意。其中，楚辭文筆

憂鬱，而漢賦篇幅宏偉，唐詩文筆清麗，恰如

其分，元曲文筆搖曳生姿。一字一句，一詞一

闋，無一不是先人智慧的結晶，細細品味，唇

齒留戀，回甘更甚。

有文約 ：“天下有大美而不言。” 國學經典

源自於天下，自然有着美不盡言之大美，然大

美默默耕耘，而非虛妄淺薄者可聞。伏羲仰天

俯地之後才可悟出易經，屈原漂流天下而後而

作九歌。古之高士，欲有所為，無不以天下為

本。所以我講 ：國學經典中有大智有大美，美

在境況，美在品行，美在筆墨。而究其根源之

境，孔子之美如春風和煦，孟子之美如夏雨強

烈，莊子之美如落葉淡泊。各有特點，無可比

擬，無聲的召喚無一不令我們馨香禱祝，這就

是古典詩詞的魅力所在，我們有何理由不加以

弘揚和傳承？

我國傳統文化教育中俯拾即是的，是為人

之要、為人之根、治理之策，是當代青少年修

身治平的良好教科書。在課堂期間，向學生宣

傳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國歷朝服飾與文

化、非物質文化遺產、重大事蹟等，瞭解過去

才能把握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韓國時信

手拈來地引用了古詩，來形容中韓關係發展會

有新的機遇，全新境界，並說明友鄰間應同舟

共濟，攜手與共。一字一句之間便展示了中華

文化的深遠與宏偉，這其中的精妙更需我們細

細研讀揣摩而後繼承弘揚。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跨過了

無數座大山，經過了數不盡的坎坷。伴隨着北

京奧運會成功舉行，讓世界知道中國，瞭解中

國。在這過程中始終支撐着人們走下去的便是

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而在漫長歲月

中積累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自強不息偉大

精神的根源。它鼓舞了我國人民砥礪向前、埋

頭苦幹，克服各類風險，接受各類考驗。自強

不息精神，是指一個民族、一個國度，以及社

會每一位人踐行主體精神充分發揮主觀能動

性、自覺性的根本。它既是世界中華傳統文化

的精粹，也是我國中華民族乃至世界精神的精

華，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受到廣大仁人志士的重

視與推崇。現如今，這把戒尺傳承到了我們的

手中，我們應握緊並深加自勉，傳承中華文化

的精髓，充分發揚自強不息精神，真正創造屬

於我們的新時代。

中國文化是一座國度、一個民族的魂魄，

中華文化興則國運興，傳統優秀文化強則中華

民族強。盛勳歸舊國，佳句在中華，中華陶瓷

顏色鮮，名揚中外瓷中冠。千江萬河碧水流

長，無垠草地綠如茵。陶器、詩歌、歌賦、

曲藝、書法、燈謎、酒令、歇後語、儒釋道等

等中華傳統文化無邊無垠，皆是中華大智慧所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厚重的民族

傳統文化軟能力，更是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

的人文沃土。” 習主席所言深刻闡釋了文化的

重要性。中華文明是在整個全球古代文明史上

絕無僅有的連續性文明，而中華民族能擁有這

麼多的連續性則就是由於中華民族有一巨大力

量寓於其中。這些能量正是我們中華文化以及

它所培養的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將帶來中華

民族巨大的生機和凝聚的力量。所以我們今天

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要大力宣傳弘揚發展中華

優良文化，堅持自信，共同承擔起促進中華民

族輝煌的使命。

《中華世紀壇序》有云 ：大風滄茫，大潮

滂滂。洪水民族圖騰蛟龍，烈火涅槃鳳凰。中

華民族文明聖火，萬古不絕者，惟我無雙 ；與

地球共生，與日月同光。在長江之岸，黃河之

畔，亙古幾千年的華夏文明經風霜雪雨、盛世

歲月而流傳至今，我輩炎黃子孫又何以將這悠

悠千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傳承下來，昭

示天下，福澤後人？中國學者陳更，在詩詞佳

句的世界裡盡情遊蕩，深刻感悟古人之精神境

界，並加以洗滌沉澱，勾勒出詩詞歌賦之美。

中國故宮博物院主任單霽翔 “喚醒” 了故宮博

物院，讓古物活靈活現，終於不再蒙塵，中國

歷史文化也因此而終於不再褪色，一抹秀麗的

花瓣，一記揮毫的筆法，足以能夠向世界講述

華夏傳奇故事。而本是異鄉人的高佑思，深扎

在祖國的文化沃土上，甘做歷史文化橋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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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還原了純粹有沉蘊的優秀中華。他們都是

我們學習的典範。

中國文化底蘊只須淺唱輒至，便有無窮無

盡之美味。經千年積澱，中國文化底蘊，早已

沁人心脾，在人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記。一撇

一捺之間皆是漢字的風韻所在 ；一磚一瓦之間

闡釋着中華古蹟的壯美與雄魄 ; 一腔一調的婉

轉道出國粹珍寶的古曲悠悠 ；一拳勐腳踹，亮

出中國人頂天立地的卓越風采，中華武學千古

傳唱，內外名揚。衣襟裊娜，華須飄搖欲墜，

那就是儒家思想的和諧統一，揮斥方遒，蕩滌

人心 ; 駝鈴音響，蹄踏萬丈，那是張騫歸國的

勝利妙音 ；海風陣陣，那是東渡日本的鑒真使

者在促傳統中華文化之興盛的見證。

歷史與人文的魅力將在弘揚中延續，泱泱

中華，泱泱華夏之典籍，亙古中華之榮光，必

將在弘揚中揭開新序幕與新篇章！

訊息維護，乃國家安全的一部份 
劉嘉欣

如今，新冠病毒仍肆虐全球，澳門乃蓮花

寶地，且市民總萬眾一心，兩年多來都嚴格遵

守防疫措施，平常出門都戴上口罩，亦減少不

必要的出門，少聚集，勤消毒及洗手，並在身

體許可的情況下接種疫苗。此抗疫的日常，已

是生活的常態。

抗疫，是為了自身與別人的健康及安全，

但眼觀新聞，世界上部份地區的人民，以 “自

由” 為口號，不斷上街抗議當地政府規定的防

疫政策，認為戴口罩或限聚措施均是限制了他

們 “自由”，於是眾多人們在街上聚集遊行示威

都沒有帶上口罩，發生交叉感染，令感染人數

倍增，重症患者及死亡人數上升，情況令人擔

憂。

縱觀這兩年的研究數據，均顯示接種了新

冠疫苗能大量減少重症率及死亡率。但，令人

心感堪虞的，是有人在網上散播不實謠言，流

傳着 “接種疫苗是對新冠病毒沒效的，是一場

令人們受控、生病，甚至死亡的陰謀論……”

凡此云云，讓部分人信以為真，植根於心，不

願去接種疫苗，既保護不到自己及他人，又築

不起地區的免疫屏障，更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的

示威遊行。

那些所謂的 “自由” 及不實謠言，都是沒

有政策支持及科學根據，但為何那些人會信以

為真？令那些人認為 “自由” 重於生命健康及

安全？又為何那些人相信沒研究數據支持的謠

言，卻不相信世上眾多傑出專業的科學家所研

發的疫苗？更為何那些人會出現如此過激的行

為，卻不團結一心共同抗疫？本人認為，這便

做好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傳承愛國核心價值
莫名

今年一月下旬受邀與本澳某校語文教師交

流切磋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的《破陣子 • 為陳

同甫賦壯詞以寄之》。此詞我三十多年前在中學

任教時教過，今再次備課，悟出了當年所未想

到的許多東西來，是時間讓我在這段漫長的歲

月裡增長了見聞和知識，更覺得那時只是 “就

詞論詞”，對詞人的作品理解的得不深不透，當

然教得也膚淺，只是當了個 “翻譯工”，甚覺愧

是網絡訊息煽動人心的威力。

只要煽動訊息有策略地於網上廣泛流傳，

便有能力在人們心中由假變 “真”，更可鼓吹人

們上街遊行抗議，此豈不就是影響國家安全的

行為嗎？故本人認為，對平民百姓最密切的國

家安全範疇，是各訊息真確性的維護，讓人們

瞭解真實訊息，有能力分辨資訊，有智慧相信

真理，有信心維護政策。這樣才有效遏止分裂

國家及煽動顛覆等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近日，不少地區的人們仍飽受新冠病毒折

磨，尤其對岸的香港，原本一顆閃耀明亮的東

方明珠，被疫魔摧殘得體無完膚，近日確診個

案均屢創新高，醫院床位飽和，躺着老弱病患

病床要推到醫院外的街上等候多日，醫護人員

工作量飈升，大部分確診者均沒法得到適切的

治療，重症率及死亡率隨之急升爆發，香港政

府束手無策。縱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在新冠

病毒 “Omicron” 爆發初期，網上便不斷流傳着

“此病毒感染了只是上呼吸道感染，相似於流

行性感冒，像輕症一樣。” 部分人信以為真，在

防疫上就鬆懈了，認為外出及聚集均沒問題，

有部份人又認為疫苗是個陰謀論故不施打，殊

不知一個溫水煮蛙，原本疫情不算大爆發，就

是因人們的疏忽，輕信謠言，現在竟達至一發

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些散佈不實虛假訊息的人，像是不明白

他們此行為嚴重影響他人的生命，有人危在旦

夕，得了重症，甚至死亡，發起這些訊息的人

能承受得起這沉重的責任嗎？他們背後是什麼

原因，可能我們永遠無從得知，但我們可以做

的，就是每每在轉發訊息時都要三思而後行，

思考資訊的真確性外，也要考慮發了這訊息後

的影響性。

訊息維護，乃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是我們

平民百姓最會廣泛接觸的範疇，要明白此維護

並非只是國家政府人員之事，而是全國人民共

同攜手維護之舉，這樣才不致虛假訊息擾亂人

心，破壞社會秩序，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及人身

安全。在此，願新冠疫情能早日消退，全球人

民得以安康幸福，社會和平發展，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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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於學生。

考慮到板書的字句隨着講解作品逐步出現

的時間，我精心設計了板書，讓學生逐步隨着

深入瞭解作品。板書的字句起了直觀教學的作

用。

先從題解入手。“破陣子” 是詞牌名，與詞

的內容無關。再以現代漢語句子分析法講解題

目 ：這是省略了主語（我、辛棄疾）的句子。

“為陳同甫” 是介賓詞組修飾 “賦”（寫，動詞

謂語，帶了 “狀詞” 賓語），“以”（把，介詞，

介賓詞組省略了 “此（詞）”，修飾後面的動

詞謂語 “寄”。“寄（寄、送）之（陳同甫，作

‘寄’ 的賓語）”。全句是我給陳同甫寫下了抗金

統一祖國的戰鬥生涯及雄心壯志的詞把這首詞

寄贈給陳同甫。這個題目把辛棄疾寫此詞的寄

贈對象及內容交代得很清楚。

那麼，辛棄疾為什麼要特地寫此詞送給陳

同甫呢？為什麼要寫這樣的內容呢？

就要介紹陳同甫（名亮）的生平以及與辛

的關係。在 1188 年陳亮從浙江老家赴江西上饒

探訪閒居中的辛。當年辛 48 歲，陳 44 歲，陳

在辛府住了十天，兩人每天暢談抗金為國立功

的雄心壯志及抒發壯志難酬的悲憤情懷。

真是人逢知己千杯少，互訴衷腸。兩人年

紀相近，志向相同，而且遭遇相似。由於他們

都是抗戰派，遭到把持朝政的主和投降派的忌

恨，屢遭打擊排擠，最後都卸甲歸田。這三十

“相” 讓他們雖遠隔兩省，但心連心。此詞約

在他們十天會面後，辛猶記相聚之時的情景興

起了作詞寄陳之會。讓我們炎黃子孫在八百多

年後學習賞讀此詞時，仍感到作者與陳亮的強

烈愛國情懷熱血沸騰報國之志。

進入講解詞作品的階段。

先介紹此詞在詞的體裁（小令、中調與長

調）中，由於它 62 字，故屬於中調。詞的結構

是分上闕（片）和下闕（片）兩部分，一般是

上片寫景下片寫情。我們在閱讀時注意一下本

詞作者的上下兩部分是否與傳統寫法相同。（提

出這點引起學生關注與思考，在作品讀完後，

再回顧這問題，能讓學生深感作者不凡的獨特

風格）

首句首字 “醉”，讓讀者以為作者回憶辛陳

相聚時暢飲至醉的情景，請讀下面的幾個字，

是省略了主語的 “我飲醉了，挑燈，看劍”。後

面的兩個動賓詞組描述了作者的動作 ：把燈芯

拔得高些亮些，幹什麼？ “看劍” ！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喝醉了的人會

做些什麼？酒駕肇事撞車傷人 ；胡言亂語 ；吵

鬧打架 ；喪失理智幹出傻事蠢事等等。可是詞

人為什麼深夜喝酒，還喝至微醉？心情鬱悶，

欲 “借酒消愁” 卻 “愁更愁” ！看什麼？他是

文人，完全可來一次 “挑燈看書”，也合情合理

呀！不，詞人把閒置高掛於牆上或已蒙塵頗久

的佩劍，取下仔細觀賞。詞人看着劍，心潮起

伏 ：佩劍呀佩劍，你從我二十二歲參加抗金義

軍，擔任飛虎軍將領後，一直是我殺敵利劍，

所向披靡，令金兵聞風喪膽節節敗退。二十餘

載你與我一起為恢復中原建功立業，可是我才

四十多歲就遭小人陷害，被罷黜解職，讓你高

高掛起，利劍無用武殺敵之功呀！

一個理智清醒的人 “看劍”，我們理解。一

個微醉的詞人，猶記往昔戰鬥生活，取下佩劍

來抒發胸中悲憤，更令人肅然起敬！

首句寫詞人的現實生活。

第二句首字 “夢”。詞人醉而有倦意而睡而

夢。這也合乎人之常情常態。

說起夢，人人都有做夢之經歷。有句話說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見夢與人的念想有密

切關聯。古時文人念想的是 “寒窗十年，金榜

題名，升官發財，榮歸故里，光宗耀祖，福蔭

子孫”。於是唐代有人寫了《南柯太守傳》諷

刺文人做夢成了高官南柯郡太守，享盡榮華富

貴，醒來，才知是 “南柯一夢”。後又有人寫

《枕中記》，寫一文人在旅遊做夢做了大官，醒

來店主蒸的黃粱飯還未熟呢，又一成語 “黃粱

一夢” 出現了。這兩個成語千多年來都用來諷

喻不切實際的虛幻夢想。

現今，澳門大學生如作夢會有什麼內容？

大概是有房有車有錢有權吧。因為最近澳門一

個青年社團向大學生發出問卷調查，所得 “最

大願望” 即上述四個 “有”。

在讀的中學生，夢到什麼？也許考上了內

地 985 名校的心儀專業。

從古至今人們都離不開追名逐利！

讓我們來看辛棄疾夢境的內容是什麼吧！

“夢回吹角連營”，他夢中回到響起嘹亮號角

聲的一大片軍營——他念念不忘的是軍營、號

角、勇敢作戰的士兵，他又見到戰士們吃着、

喝着烤牛肉與美酒，軍樂隊又吹奏起戰鬥樂

曲，軍營中充滿將士們出征前的戰鬥激情和歡

聲笑語，詞人作為愛兵如子的將領亦參與其中

和士兵們同吃同喝同樂同歌。辛將軍騎上戰

馬，掛上佩劍，在秋天的戰場檢閱將要出征殺

敵的部隊。

隨着講解，也指出上片第三、四句運用

了對偶，上下句字數相同，詞性相同，概括地

描述了辛將軍終於心想事成回到了軍營將率領

士兵們出征攻伐金兵了。這幾句有視覺、聽覺

（見聞）、有氣氛、有情緒，寥寥二十多個字刻

畫了愛國將領和士兵們同心同德、同仇敵愾、

奮不顧身的精神。

下片第一、二句，詞人用了對偶、比喻、

誇張手法描述了辛將軍一馬當先率領了萬千將

士們萬馬奔騰、爭先恐後奔馳前線，以及將士

們彎弓射出萬件箭往敵陣其聲其勢如山崩地

裂，一片喊殺之聲，我們猶如又見又聞塵土飛

揚、吹角連聲、萬馬爭先，萬箭齊發之聲勢，

而金兵在宋軍壓迫之下，迅速潰敗，沙場上只

留下敵兵的屍體，全軍大本營被辛將軍攻破，

活捉了金首領。中原終於回歸宋朝版圖，淪陷

區人民終於結束了被統治百多年的生活 ；辛將

軍終於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 ；他終於獲得了生

前死後為國建功立業的美譽！

正當我們讀者沉浸在辛將軍和將士們同慶

勝利的歡樂海洋中時，詞人卻突兀地用了五個

字 “可憐白髮生” 作全詞結句！

我們從高亢興奮喜悅情緒忽然被一股冷風

吹墜入冰冷的低谷中！

這一高一低、一熱一冰的反差實在教人驚

訝莫名 ：為什麼？為什麼不能順着 “贏得生前

身後名” 再寫個喜樂高潮呢？

如果把結句改成 ：

借用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的結句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中

的最後三字，為 “軍民開心顏”。

借用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 “安

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中的最

後三字，為 “軍民俱歡顏”。

借用毛澤東的《七律 • 長征》中的 “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中的最後三

字，為 “軍民盡開顏”。毛詩的結語與辛將軍率

領將士徹底打敗金軍收復失地的心情、氣氛均

相同，也符合宋朝軍民聞喜訊而 “盡開顏” 的

情景吧！

辛將軍為什麼不讓喜樂情緒貫穿始終，而

要讓自己（包括引起共鳴的讀者們）的情緒從

高處墜落呢？

一是結句如寫成喜樂情緒，似乎是 “皆大

歡喜”，天從人願。但這卻違反了詞人作此詞之

本意 ：景壯（夢境）情憤（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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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所寫之壯景純屬虛幻夢境，結句如寫

喜樂，豈不是違背現實生活，弄虛作假以自我

安慰，空歡喜一場有何必要有何意義？

三是從寫作角度來說，第一句與結句是

寫現實，中間主要部分八句景雖壯，實虛夢！

這一強烈對比，更能極大程度地表達詞人（包

括陳同甫）一生胸懷壯志但報國無門最後只能

“可憐白髮生”，滿腔熱血及悲憤都集注於最後

五個字中。

這必然讓讀者們發出強烈的責問 ：

征伐金兵，統一祖國乃天經地義的大好

事，朝野上下理應一致，為什麼辛棄疾等抗戰

派都被打擊、迫害，壯志難酬呢？

我們從中國的歷史去看，那些真正忠君愛

國想為國為民做點事的志士，不是也有辛棄疾

一樣的遭遇嗎？

孔子主張仁政，有 “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 之抱負，周遊列國，無一諸侯接納其

主張 ；屈原最後只能投江自殺以明憤世而殉

國 ；司馬遷只是替一位出征將軍說了幾句公道

話就招致了奇恥大辱的宮刑 ；李白杜甫白居易

文才和能力優秀，卻終生不受重用 ；韓愈官職

越做越低……

與辛棄疾同代人蘇軾文名雖大，但亦不受

朝廷重任。南宋愛國將領岳飛寫下來慷慨激昂

的《滿江紅》，是抗金著名民族英雄，卻被冠

以 “莫須有” 罪名殺害 ；愛國詩人陸游更在他

85 歲病重彌留之際招兩兒到他病榻前寫下遺囑

《示兒》詩，充分表達了他驅金復國之志及未

見祖國統一之遺憾，愛國情懷洋溢在這 28 字的

詩中，令人唏噓不已！

九十多年前的中國，日本悍然發動了 “九

• 一八” 事變佔領了我國東三省，蔣介石卻以

“攘外必先安內” 積極反共消極抗日，掀起了

多次圍剿中共紅軍之戰，同時，國內投降主和

派汪精衛組織了偽政府，組織了百萬偽軍，配

合日軍對中國抗戰力量展開大規模屠殺。國難

當頭必有奸佞出現，蔣汪日聯手打擊抗日力量。

辛棄疾等愛國志士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的

令人義憤的遭罪，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並不

鮮見，今讀之，可見堅持真理堅持忠義之艱難

凶險，甚至有殺身之禍！辛棄疾報國無門只得

借酒借夢借詞明志洩憤！我們對詞人表示無限

敬佩也對南宋統治者偷生苟安不思國家民族大

義深表憤慨！

辛棄疾的上片寫景，含情。

        下片抒情，有景。

上下片突破傳統寫法，情景交融。

    現實與虛幻相結合，對比強烈，更能表達作

者的心志情緒。讓讀者如見其人如歷其境如聞

其聲，引起共鳴。

這是一篇抒發愛國情懷的佳作，我們今天

賞析學習，首先要學好並深刻理解中國古典文

學作品中的愛國核心價值。並且要在教學中傳

承這份祖先遺留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推動澳

門青少年愛國愛澳薪火相傳發揮當代青年應有

的現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擔當精神。

八百多年前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臨終時寫

下的《示兒》詩，表達了他對南宋統治者的苟

安政策的強烈憤慨及對祖國未能實現統一大業

的強烈遺恨，寫下了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

無忘告乃翁”，我亦願改動一下第三句易數字 ：

“中華東定台灣日” 以表示對和平統一台灣的

強烈願望！

感謝本澳某校讓我有機會重新備課，有了

新的認識新的思考。人們說，一篇佳作，一部

名著，你少年時讀，青年時讀，中老年時讀，

會有逐步深入的新的體驗。

“活到老，學到老”。

此言得之。

四校聯考攻略──考綱 4 之題析
鄧海棠

2022 第 1期
45

2022 第 1期
44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46 47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48 49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50 51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52 53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2022 第 1期 2022 第 1期
54 55



學術探討 學術探討

回應特殊教育需要，促進融合教育工作
的學習策略   

羅宇順

摘� :
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關注非高等教育發展，隨着回歸後教育相關法規例如《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與《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的落實，完善了教育 “外在” 的法理

依據。除此以外，每年不斷增加的非高等教育的公共開支，直接支援實際工作上的 “內在” 需要，希望藉此

提升地區整體教育質素，讓每個學生能夠得到更優良、合適、平等的教育服務。教育當局也積極照顧不同學

生的個別學習需要，在第 9/2006 號法規《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十二條為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作出相關定

義和指引，並且於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進一步訂定《特殊教育制度》，更加清晰地給予學校持份者執行上

的準則，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得到更多實質且具體的幫助。本文嘗試根據相關法規精神，透過學科領域

的理論知識，結合日常學校實施的融合教育工作經驗，提出常見困難與建設性建議，最後分享可行的學習策

略，望能為本澳日後從事相關研究工作者提供富有價值性的參考素材。

關鍵字 :非高等教育 ；特殊教育 ；融合教育 ；學習策略

一��言
隨着澳門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非高等教育的進步和革新獲得了莫大支持。一方面，政府針對上述內

容直接加大資源投放，自 2007/2008 學年開始，提供十五年免費教育，為學生能夠完成正規教育建立最強後

盾。另一方面， 2008 到 2018 年期間，非高等教育的公共開支由 23.47 億澳門元增至 75.40 億，佔政府公共開支

的百分比由 8.9% 提升到 9.4%，推動普及教育的質量不斷提升。當普及教育系統成熟後，大眾必然關心學生

因其個別差異而形成的種種特殊需要，所以特殊教育日漸受到重視，而特殊教育的發展同時也是反映一個國

家或地區普通教育進步的特徵（孟瑛如，2017）。

近年越來越多學校投入融合教育工作。在 2019/2020 學年全澳共 77 所學校中，已有 9 所公立學校及 34 所

私立學校，共計 43 所學校提供融合教育服務。自 2020/2021 學年起，天主教澳門教區下屬的全部學校都已經

開始提供融合教育，並且設立 “特殊教育發展小組”，專向教區屬下學校提供支援，協助各校定期籌組相關校

本培訓及交流活動。由此可見，澳門教育界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表現出堅定決心和務實態度，以迎接

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

二��殊教���的定義�基本原則
無論是特殊（abnormal）或一般（normal）教育需要的學生，他們的教育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培養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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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愛國愛澳、遵紀守法的品質，具有較高水平文化素質及適應時代需求的知識和技能。其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是指具有資優或身心障礙特質，且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而資優學生分別是指智力優異，具有其他卓

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特質的學生（圖一）。學校除了給以上學生入學方面均等的機會和適切的教育外，同時要不

斷完善評估工具和相關設施設備。另外，校方參與成員也需要定期就相關政策和服務進行檢討。

圖一：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定義

智力優異：智力測驗的智力商數達一百三十或以上；

其他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具創造力、學術、藝術、領導潛能或其他卓越表現；

身心障礙：暫時或長期在視覺、聽覺、語言、肢體、智能、學習能力、情緒行為或其他一項或多項心理或生

理障礙特質；

三���殊教���的評量�其準則
　　監護人或學校可要求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對以下兩類學生進行評量，分別是有可能屬於特殊教育需要或改

變原來就讀安排且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圖二）。評量準則採取“多元評量（multiple assessment）”，包括

標準化評量工具，以及考慮學生的成長背景及學習經驗。對於有可能是身心障礙特質的學生，就按其智力，

在學校、家庭及社會的適應能力，以及生理或心理障礙特質等方面綜合考量。以上兩類學生都需經過評量、

商議並達成共識後，才繼續開展相應的教學安排。

圖二：接受評量學生的分類

　  由於撰寫本文的過程中所接觸案例中較少資優特質的學生，所以下文討論對象主要集中解決身心障礙而衍

生的學習問題。

四�一�學校提供的�殊教�服�對��採�措�
身心障礙學生需根據其智力、家庭及社會適應能力各方面綜合考量，可分為以下三個類別 ：融合生、

特殊教育小班學生及特殊教育班學生（圖三）。上文提及到本澳一般學校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務對象多數的是

程度較輕的 “融合生”，智力在一般範圍，雖然具有身心障礙特質，但經過適當輔助，日後可於普通班就讀

的學生。

圖三：身心障礙學生的分類

為了促使學生學習過程順利，學校在硬件上需要營造無障礙校園環境，例如購置無障礙設備、提供適

當的教材、教具或輔助工具等…… ；另一方面，軟件上依照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制訂 “個別化教育計劃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簡稱 IEP，主要目的除了建立學生個別化的適性學習目標外，也記錄

學校應提供哪些資源與服務，以達成預設目標。過程同時強化監護人、教師與專業輔助團隊間的溝通聯繫，

使學生能有最適合的學習環境與最有效的學習成果（邱上真，2004）。

五�具�的學��略建議
融合生由於身心障礙而形成學習上某種程度的受限，過去因社會對此欠缺正確和全面的認知，曾發生不

少對其行為或表現的錯誤解讀，造成教學過程上的不少衝突。融合生常因學習能力與一般生或資優生的落

差，承受了難以言喻的挫敗感，壓抑了原來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相反，身心障礙的學生也有可能在某一方面

表現資優，需要更充實的教學內容來滿足心靈內的求知慾，若一旦未被滿足時，便可能在課堂上做出偏差行

為，影響教師教學。所以有特殊教育學習需要的學生好壞，不能一概而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適當的學習方

法能改善學習狀態，妥善回應學生的期待與需要。以下提出五個在學校實際教學時的學習策略。

（一）多重記憶學習法

圖文並茂比單純的圖或文二者其一的影響力更大，而且圖像能大大減低記憶過程中對大腦的壓力（盧家

楣，2016），因此圖文結合的學習資料有利於融合生的記憶建構，促進更深層次的知識加工和運用。學習內容除

了以圖文形式呈現外，也可以在重點地方上用顏色作為標記。例如閱讀資料中，一般字句或字詞是黑色字體，

但關鍵部分採用紅色或其它顏色、斜體或粗體，把刻意強調的部分與其它區分（圖四、圖五），形成視覺上鮮明

的對比。靈活運用圖像、文字、顏色、字型、粗幼……等不同的處理方法，都能有效幫助學生記憶及加深印象。

圖四：以圖文呈現學習內容         圖五：在重點地方上用顏色作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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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個人的 “學習日記”

學生自己準備一本獨立本子作為 “學習日記”，每天自行在本子上記錄不同課堂的學習重點，例如規定

每一堂課寫出有關的三個重點，目的是製造學生建立翻查知識的記憶線索，回憶每天所學的內容與新知識。

融合生雖然在課堂上所接受的資訊量與一般學生無異，但在資訊的處理過程中，資訊的儲存與提取都是相較

困難，毋論之後的記憶加工和精細化（簡妮．愛麗絲．奧姆羅德，2017），所以 “學習日記” 是方便學生提取

所學知識的記憶。與此同時也可以鼓勵學生運用學習策略一中的圖像、顔色、字型等方法記錄日記，幫助自

己記憶學習內容。

（三）同步實行 “刻意練習” 與 “及時獎勵”

從現代教育心理學之父桑代克的學習理論（Thorndike's Laws of Learning）中可知，練習律（law of 

exercise）與效果律（law of effect）直接影響學習效果，練習次數對學習有一定程度上的積極作用。融合生往

往需要比一般學生更多的練習次數，才會達到預期成效。重複性的練習能加強知識之間的連結，練習越多、

相對連結越強（張春興，1998）。當連結得到明顯效果時，教師就應該給予具體獎勵，包括口頭表揚、掌聲、

集點、記分或實物等…... 以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小六學生學習普通話時，會常常忘記韻母，所以教師

在教室門口張貼 ：“進入此課室前，請先讀一次韻母！” 的標語（圖六），作為一種日常練習，而相關的操作

細節與獎勵機制可以視實際情況另作安排。

（四）設計學生可共同完成的長遠目標

良好的學習目標能推動學生產生學習動機，同時形成內部動力，當有關的學習行為啟動後，就會指向某

一個特定方向前進（Vosniadou、Stella，2012）。融合生對學習期望較一般學生低，長期目標直接連貫了短期

目標的意義，使學習得以合理地持久延伸，減少了因過程中的一些挫折而發生半途效應（halfway effect）。

教師除了思考如何設計適合學生的長遠目標外，也需要注意隨實施過程調節強度、時間、策略，還有安排適

當的短期目標，以便檢討學生的執行情況（圖七）。

圖六：進課室前的“刻意練習” 圖七：以畢業考試作為小六級的學年目標

（五）按照個別需要和能力差異調整學習期望

外在條件的調整絕對有助融合生表現學習成果，最終能夠與一般學生一樣經歷學有所成的滿足感。《特

殊教育制度》第四節中指出，教師、輔導人員及治療人員應在校方統籌下，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具體

需要而進行評核，所以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個別情況調整評核條件，法規的具體應用可參考下表一，而對於課

程更加詳細的執行細節指引可參考 IEP。前線教師對融合生要有合理的期望，期望過低或嫌棄都是傾向消極

表一:對應不同評核條件的實際調整方案

評核時應考慮的特別條件 實際應用方案

1 評核範圍及標準 刪減範圍或題量、降低部分題目難度、延長答題時間、讀題、放大試卷、供
字填空等……

2 評核的方式 允許口頭、繪畫或肢體動作回答。

3 評核週期、持續時間、適
當時段

按學生情況進行調整，例如一般生的考試時間在上午，融合生可安排上午複
習，下午才進行考試；或者一般生和融合生都是上午考試，但融合生在考前
先進行複習再考試。

4 評核的地點 可選擇抽離在小班或在原來教室進行。

5 評核結果的呈現方式 除具體分數外，也可選擇級數進行評分。

六、結語
現時很多學校都有實行融合教育工作，雖然澳門私校佔整體學校的 86.5%，各校的實施情況可能未盡相

同，但隨着《特殊教育制度》在 2021 ／ 2022 學校年度之首日起正式生效，對於地區日後教育政策的製訂有

產生實質的意義，為各方持分者提供具體的法律條文作為參考依據，同時也加速擴大實施融合教育的學校的

範圍，在主流教育環境中回應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圖八），使特殊教育得以普及化。

教育的重要性是基於國家、社會和個人三者的發展需要，普及和卓越是現今教育的重要課題，兩者的平

衡就有賴於特殊教育的實踐和推廣，只有高能的教育才能回應更多的期望與需要。高能的地區教育建設基於

高能的學校，而高能學校一定具有為數不少的高能教師，願意積極配合支援的家長以及能彼此互助互愛的學

生，三者共同經營下才能面對形形色色的教學挑戰。然而現實中的高能學校絕對不是 “唯一”，只要教育同

工願意懷着信心與愛心，展望未來，抓緊教育的初心和正確方向繼續成長、前進，澳門 “每一” 間學校都可

以成為高能學校。

圖八：小六學生抽離輔導的上課情況

的態度。對於教師而言，有教無類不等於一種教學方法能適合所有學生，當學生學習出現力有不逮時，也不

等於教師的教學表現差劣，所以教師或可先放下個人主觀意識，嘗試從融合生的角度思考，認真地瞭解他們

各自的人格特質和能力，再調整對應的學習期望，就能更高效地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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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的價值分析
吳海燕     李煥棉 

作業作為學習鞏固的一種必要形式，同時也是主要形式，成為學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其慣常的方

式是教師選擇並布置給學生相關題目，學生按時間按數量按要求完成。在此種方式下，學生是作業的領受

者、完成者和被要求者，而做什麽，為什麽做的思考都是教師的任務，由教師完成。清代教育家顔元說 ：“講

之功有限 , 習之功無已。” 陶行知先生也曾說 ：“教育要解放學生的眼、嘴、腦、手、時間和空間。” 那麽，在

作業上如何給學生空間，讓學生成為 “習” 之主體？為達成學會學習的育人目標，筆者就在一年級進行了學

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的嘗試，給學生提供自主創編題目的機會，讓學生在自主空間裏鞏固所學，展現自我。

一、  提供空間自主創編作業題目

結合學習內容，教師輔助學生理解創編的目標，提出基本的創編要求，把創編的素材和具體內容的空間

留給學生。一年級學生結合學習的具體內容，進行作業題目創編的嘗試，在多樣又多層的創編題目呈現出豐

富的信息。學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的作品例舉如下 ：

學習內容 學生作品例舉

認識0

數的組成

單數和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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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幾個

比多少

比輕重

二、 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的價值分析

（一）提供自主空間輔助學生自我成長

1. 在主動回顧與整理中學會學習︒

著名作家柳青說 ：“人生的路很長，但關鍵的只有幾步。” ［1］聯繫我們的課堂教學，一節課要說很多句

話，但其要點也無外乎只有 “個把”。學習中能否捕捉到核心內容，是否能抓住要點，關乎學生學習能力的

培養，關乎學生自我認識與自尊的形成［2］。在學生依所學內容進行題目創編時，要先對課堂學習內容進行

回顧與整理，要對學習要點進行提煉與概括，進而才能創編出與學習內容相合的作業題目。自主創編作業的

形式，把學生被動地茫然地完成作業的狀態變成了主動地有目的地對學習進行回顧、梳理與概括的行為 ；

既培養了學生反思整理概括與綜合的能力，又促進了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投入，激發學生敢於挑戰和創新的

精神和勇氣。此作業方式的改變把學生的思維從記憶、理解層級拉升至分析、綜合與應用的層面，指向學生

高階思維的培養，指向促使學生學會學習。

2. 學而時習之，建立數學與生活的緊密聯繫︒

子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在學生自主創編的題目中，可以看到學生把學習的內容與自己的認知

經驗和生活事件緊密相聯 , 把認知應用於生活情境之中。由比輕重的內容聯想起生活中認識的西瓜和菠蘿，

在表達對數量的認識時關聯起自己感興趣和瞭解的海洋生物等。學生在與生活的關聯和對知識的應用中感受

學習的價值，獲得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將知識 “放還” 到 “需要類似思維” 的真實生活情境中投入積極的思

維［3］，並在自主關聯生活實際的過程中，沉入情境成為情境的參與者，促進自己對知識的深度理解。

3. 釋緩壓力，在 “協同學習” 環境中快樂成長︒

有研究表明負性情緒對學習有不利的影響，積極情緒對學習産生積極影響。［4］自主創編作業題目最大

的變化就是改變了學生的身份，把學生從一個被評測者變為了自我認識的表達者和再現者。接受他人評測的

結果有對與不對的評價，伴隨負性情緒的出現與壓力的産生 ；而自己創編題目則是認知的自主再現，呈現

的是當下自己的想法和認知水準。從學生創編作業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豐富有趣的圖畫，從多層次、多樣化的

題目中，可以看到學生學習的樂趣和興趣，從而也可以看到學生的積極情緒和無限創造力。自主創編作業題

目不但給學生提供了自由表達的空間，也給學生提供了交流互動的素材和話題 ；學生在交流中互相理解、

在互相補充中拓寬認識，提高學習效率。

（二）依照 “差異教學” 理念給予學生立體幫扶

1. 利於教師瞭解學生在學習終點上的差異︒

在班級授課的學習方式下，教師會制定相對統一的學習目標，但因學生存在個體差異，在學習終點上也

會有差異的産生。只有清楚地知道學生獲得上的差異，才能針對個體因材施教，給予學生有效的幫助。在學

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中，教師可以真實而清晰地瞭解學生發展狀况終點上的差異，即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以後

在發展結果上呈現出的差異［5］。所以，學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給教師提供了瞭解學生學習終點差異的路徑和

渠道，有助於教師對學生進行有效幫扶。例如 ：從如下圖 1 學生自主創編完成的作業中，可以瞭解到學生

在多個問題的解答時造成意識層次的混亂，致使題目在解答時出現錯誤 ；還可瞭解到此學生關於左右認識

上的疏漏。從圖 2 中可以瞭解到，學生對於睡覺起床的時間與上午下午的詞語內涵對應出現了混淆。

圖1    圖2    

針對如上問題，出現圖 1 情况的學生教師可適當在多信息的呈現上給予練習和跟進強化訓練，輔助學生

有條理地理解和區分信息，支持意識層次逐步清晰化，並有針對性地幫扶學生準確記憶和辨析左右，彌補

先前認識的疏漏與問題。對於出現圖 2 情况的學生教師可在學校生活中，有意識地組織學生多使用上午、下

午、中午等這些表達時間的詞語，從而使學生能結合自己的日常生活對詞語加以區分並正確理解應用。

2. 便於教師瞭解學生的情緒︒

腦科學的研究發現積極的情緒能影響認知連結的廣度，從而能讓人在創造性思維的測量中獲得更好的成

績。［6］在設定學習情緒氛圍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學習動機。（參考 ：而在控制學習情緒變量時，學習動機

則成為需要考慮的自變量。）對沒有成就動機的學生可以設計學習活動，讓他們感到愉悅，激發他們的學習

動機，培育情緒與內容的連結［7］。一年級的學生處於學習懵懂狀態，學習動機尚待養成。在學生自主創編作

業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字迹清晰工整、圖案豐富有趣（如圖 3 圖 4）；也有字迹潦草不清、圖案混亂一團

的（如圖 5）。通過作品，教師可以清晰地看到學生的學習情緒，瞭解學生的學習動機狀况，從而對學生進

行適當的干預。給予學習成就動機低的學生特別的關注，並多給予表揚鼓勵，用適宜的反饋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讓學生體驗成功與快樂。［8］也可結合學生的年齡特點設計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從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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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

誠如愛因斯坦所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關注學生興趣，關注學習動機，關注學生情緒，是學習的基

礎和保證。

圖3    圖4 圖5

3. 輔助教師瞭解學生認知涉獵的範圍︒

把學生培養成見多識廣、博學多才之人是我們的遠大目標，為達成這個目標需要教師有意識地關注、引

導和培養。在學生走進學校之時就是教師背負這個使命之時 ；引導學生涉獵多學科內容，拓寬閱讀圖書的

範圍，瞭解各類別的知識，打開觀察和思考的寬度，獲得對社會、對自然的豐富認識 ；避免學生形成局促

的視角，成為井底之蛙、尺澤之鯢。而在學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的作品中，教師可以瞭解學生當下的認知狀

况，瞭解學生的視野寬度。如下圖 6-10 的學生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學生對身邊人和物（西瓜、菠蘿）的關

注、對自然（太陽）的關注、對童話的興趣（帶着王冠的大樹），也可以瞭解到有些學生的思維僅停留在教

師提供的基本圖形上，格局不够開闊。由此，教師可進一步引導全體學生形成對自然、對科學的更深入的瞭

解與關注，對學生廣泛的興趣加以引導和指導，為學生廣博的興趣形成奠基。

圖6 圖7 圖8 圖9 圖10

學生自主創編作業題目中可挖掘的價值不勝枚舉，筆者希望籍此嘗試與同行進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並在後續的實踐中繼續積累經驗，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做好基礎的支撑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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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期望——
價值模型在音樂學習動機研究中的應用

祁子翔

摘要 ：
期望——價值模型 (Expectancy-Value model) 被認為是心理學領域中一項重要的理論，在成就動機的研

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加里 • 麥弗遜（2010）的領導下，由八個國家或地區組成的聯合研究小組基於

期望——價值模型對中小學生的能力信念、主觀任務價值、任務難度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初步反映出各國

或地區的學生在音樂學習動機中共同點和發展趨勢。首先，從小學階段到高中階段，學生的音樂學習能力

信念呈顯著下降趨勢。相似地，在對音樂主觀價值的調研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趨勢 ；其次，研究結果也反映

出學生對音樂學科價值的感知是所有學科中最低的 ；最後，學生在音樂學習中對任務難度的感知卻顯著上

升。

關鍵字 ：音樂學習 ；動機 ；期望⸺價值模型

引言 ：
動機是一個多方面的心理結構，不僅包含了行動的能量，還包含了圍繞行為及其開始、品質和方向的

過程。1 期望——價值模型 (Expectancy-Value model) 被認為是成就動機研究中最主要的理論之一，並被引

入到音樂教育領域。音樂動機研究中較常用的期望——價值模型由埃克爾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構建，他也

是首先將這一理論引入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埃克爾斯 (1983) 認為，兒童的期望和價值觀受到成就相關信念

（Achievement related belief）的影響，這些信念包括兒童的成就目標 (Achievement goal)、自我圖式 (Self-

schemata)、以及他們的任務特定信念 (Specific task value)。本文試圖回顧期望值模型的歷史和發展，以及在

音樂教育領域應用該框架的重要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目前研究設計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以及今後的

研究方向。

期望⸺價值模型的發展
期望——價值模型 (Expectancy-Value model) 被認為是心理學領域中一項重要的理論，在成就動機的

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2 現代期望 - 值模型由多位元理論家構建而成，列文（1938）和托爾曼（1932）

均提出了期望價值模型的定義，阿特金森（1957）又在此基礎上將其發展為成就動機的期望——價值模型

構。阿特金森最初將期望定義為個體對自身表現的成功或失敗的預期，將價值定義為任務成功或失敗的相

對吸引力，其理論強調矛盾的作用以及成就動機與失敗恐懼的衝突。3 雖然阿特金森將動機的情感方面和認

知方面結合起來，但其模型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 ：一方面，他過分強調動機的內在因素而忽略了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 ；另一方面，其對於影響成就和行為的內在因素的認識和探討也不夠全面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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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當代的期望——價值模型經歷幾十年的發展，在諸多方面較早期的模型有所不同。一方面，期望和價

值的兩個組成部分都以更豐富的方式定義，這與更廣泛的心理、社會和文化影響有關。4 另一方面，當代

的期望——價值模型是在現實環境中進行測試的，而不是通常用於檢驗阿特金森理論的實驗室任務。埃克

爾斯（1983）首先將期望——價值模型引入教育領域，提出了一個用於理解青少年數學領域表現的研究模

型。埃克爾斯認為兒童的成就（Achievement）、表現 (Performance)、堅持（Persistence）和成就任務的選

擇主要取決於他們對成功的預期和他們對任務的主觀價值的感知。5 兒童的預期及其對任務價值的認知受

到其他成就相關信念的影響，這些信念包括兒童的成就目標、自我圖式、以及他們的任務特定信念（見圖

1）。另一方面，兒童對其先前表現的歸因，以及他們對社交者態度和期望的感知，也將對其目標設定、自

我圖式及任務特定信念產生影響。6

圖 1. 埃克爾斯（1983）的成就表現和選擇模型，選自斯彭斯·珍妮特（1983）：成就與成就動機 7

期望⸺價值模型在音樂教育研究中的應用
音樂領域動機研究的目的是瞭解人們為什麼要從事音樂學習和生產活動，以及為什麼人們為了掌握某

種音樂能力而投入大量的個人資源進行艱苦的實踐。湯普森（2014）認為音樂學習動機的研究仍然是一個

相對年輕的領域，然而來自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的一系列理論觀點，以及音樂研究中的初步證據，為音

樂學習動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啟示。8 期望——價值模型作為心理學和教育學研究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理論

框架，被認為是音樂學習動機研究中最受歡迎的理論之一。

麥弗遜 (2010) 發起了一項大規模的跨文化研究，涉及八個國家或地區（巴西、中國、芬蘭、中國香

港、以色列、韓國、墨西哥和美國），調研了 24143 名學生的音樂學習動機。研究設計以埃克爾斯（1983）

提出的期望——價值模型作為理論基礎，能力信念（Competence belief）、主觀任務價值 (Subjective task 

value)， 包 括 ： 重 要 性（Importance）、 興 趣 (Interest)、 效 用 (Utility)、 以 及 任 務 難 度（Task difficulty）

是其研究的主要關注點。研究主要採用定量研究法，通過問卷調查收集資料，問卷設計主要包括背景資

訊調研、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評分量表（Rating scale）以及開放性問題四種形式，以瞭解學生的

偏好（Preference）和事實資訊 (Factual information)。另外，研究設計還考慮了如下幾個可能影響學生音

樂學習動機的因素，包括 ：國別、學段（低、中、高）、性別（男性或女性）以及學生是否為音樂學習者

（Music learner）。9

結合各國資料，研究結果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國或地區的學生音樂及其他科目學習動機的現狀。首

先，學生對於音樂和數學的能力信念較低，而對於體育和母語教育等學科的能力信念較高。10 在八個國家

或地區中，巴西對於音樂學習的能力信念得分最高，其次是美國、以色列和中國，而中國香港得分最低。

其次，麥弗遜和奧尼爾（2010）指出，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學生對於音樂能力信念有所下降，而對於任務

難度的評分顯著增加。由此推測，對於音樂學科任務難度感知的提升可能是導致學生音樂學習能力信念下

降的原因之一 ；從主觀任務價值的角度看，學生對於音樂及視覺藝術的評分最低。而與能力信念不同的

是，數學則被列為價值最高的學科，其次是母語和體育 ；再次，能力信念與主觀任務價值之間也存在着相

關性。具體而言，音樂學習的主觀任務價值由低年級向高年級遞減，呈現出與能力信念相同的趨勢 ；結合

性別因素，不難發現女性在音樂能力信念和任務價值觀方面均高於男性。

雖然在各國的聯合研究結果中能夠發現音樂學習動機的一些相似的狀況或趨勢，但在單一國別的研究

中仍能找到一些例外。例如 ：在巴西，隨着學段的升高，學生對於音樂任務價值的感知亦升高，而在其他

國家這種感知則呈現降低的趨勢。11 與此同時，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學生對於音樂學習任務困難逐漸上升的

趨勢不同的是，巴西的研究發現學生對於音樂任務困難的認知穩定性，並不受到學段因素的影響。亨茨克

和麥弗遜（2010）認為，這些差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校內的正規音樂教育開始於早期學段，而

在高年級就消失了，因而導致校外音樂活動需求的增加 ；另一方面，對音樂學科價值的低估意味着音樂沒

有被視為核心學科，因此缺少具體的學習成果、評估方式和評估流程。

  

期望⸺價值模型對於當前音樂教育的啟示
現有的研究結果能夠初步反映學生音樂學習動機的總體狀況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從社會

文化、學校教育制度、音樂課程等角度出發，並結合各國語境，嘗試剖析這些狀況產生的潛在原因。不

過，從研究的角度看，仍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假設的正確性。

在香港，由於學生對音樂的功利性認識不高，音樂在學校裡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學科。梁寶華和麥弗

遜（2011）認為，就業機會（Job opportunity）是影響學生選擇專業的最重要因素。12 因此，學生在整個中

學階段音樂學習動機的下降可能與選擇高等教育專業時對職業道路的關注有關。此外，家長在香港學生的

音樂學習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家長認為學習音樂（如獲得權威音樂考試委員會頒發的音樂成績

認證）是一個重要的 “籌碼”，可以為他們的孩子贏得更高的被精英中學錄取的機會。13 但在另一方面，他

們認為把音樂作為一種職業是有風險的，這可能不會帶來高薪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因此，學生與家長對

音樂學習的終極目標的看法的矛盾是問題的核心。另外，在韓國的研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學生將音

樂列為興趣最高的科目，而高考帶來的壓力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學生探索音樂的潛力。14

    其他國家的研究結果反映出學校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研究者也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改進的主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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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在以色列的研究中發現，非音樂學習者（Non-music learner）有着強烈的學習音樂的願望。因此，波

托維茨等（2010）建議，學校應為所有第一階段（5-6 年級）和第二階段（7-9 年級）的學生提供必修音樂

課程，以拓寬第三階段（10-12 年級）音樂課程的基礎。15 他們認為增加學校內的音樂參與將使教育系統受

益於政府資助的許多專案。另外，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強制性的音樂參與，可能會促進學生在需要多年

堅持的第三階段的音樂課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績。總之，研究者認為學校系統目前沒有滿足大多數青少年的

音樂學習需求和興趣。16 墨西哥的研究也反映了類似的問題，其研究結果表明，儘管政府強調了藝術教育

（包括視覺藝術教育和音樂教育）的重要性，但學生尚未得到充分參與和發展音樂能力的機會。17

繼後，研究結果也對普通音樂課程的發展和改革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中國的音樂課程改革宣導多

元化的教學內容，將聽力、創造性活動與歌唱、器樂演奏結合起來。18 謝嘉幸和梁寶華（2011）認為，青春

期青少年的聲音發生了變化給學生的嗓音控制造成一定的難度。因此在教學中加入音樂創作活動，例如 ：

歌曲創編、改編等可能是取得良好的音樂教學效果的有效手段。19 梁寶華（2011）在香港的情境中也指出了

類似情況，主張音樂課程應通過創造、聆聽等真實性學習（Authentic learning），從強調音樂知識和技能轉

向更全面的音樂學習，結合音樂表演，使學生更全面地瞭解音樂及其社會價值。另一方面，音樂教師也應

考慮如何通過音樂教學來培養學生的其他一般技能，例如 : 自律 (Self-regulated)、創造力 (Creativity)、批判

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等一般技能，使音樂成為一個有用的學習領域而不僅僅是一個用來娛樂和消遣

的閑科。

當前研究的局限性
當前針對音樂學習動機的研究根據埃克爾斯（1983）的期望——價值觀框架，反應了學生學習動機的

多個方面，包括能力信念、價值觀和任務難度，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一，定義不明。在研究問卷的設計中，研究者意圖調研學生為音樂學習者或非音樂學習者，並比較

兩者在音樂學習能力信念和音樂學習難度方面的認知差異。然而，其對於音學習者的界定卻模棱兩可，僅

僅將音樂學習者定義為 “學習一門樂器的學生”。在芬蘭的研究中，由於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在學校的音樂課

上學習一種樂器直至六年級，因此，這種情況使受訪者感到困惑，從而導致其難以判斷自己是否屬於音樂

學習者。20

其二，手段單一。在當前的研究中調查問卷是收集資料的唯一工具，但是定量資料並不能完整地反映

學生音樂學習動機的全貌。而且僅使用單一資料收集方法無法實現資料的三角互證（Triangulation）。因

此，除了問卷調查之外，其他的定性研究方法或工具，例如 ：觀察、訪談等，也應當被應用於研究設計

中。這種混合方法（Mixed-method）的應用使研究者能夠在更深層面上檢驗研究的構想 : 定量研究鏈能夠

揭示在定性研究鏈遺漏了什麼，反之亦然。

其三，變量分析效度有待提高。從哲學的角度看，能夠在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這種研究方法之

間建立聯繫 ；在另一方面，雖然家長的影響、就業機會、學校的考試壓力等因素被認為是導致學生音樂學

習價值觀下降的潛在原因，但在未來的研究中仍需找到更多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假設。

最後，成本分析不夠系統。正如高等研究者所指出的，儘管成本（Cost）在任務價值的感知中佔有重

要地位，但在之前的研究中並未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因此，進一步的研究應當在現有的研究調查中加入   

現場與成本有關的專案，以確定成本是否能夠作為青少年教育選擇的重要預測因素之一。21

結論與思考
當前的一些研究基於期望 - 價值模型揭示了學生音樂學習的動機現狀。在加里 • 麥弗遜（2010）的領導

下，由八個國家或地區組成的聯合研究小組針對中小學生的能力信念、主觀任務價值、任務難度等方面進

行了研究，初步反映出各國學生在音樂學習動機中共同點和發展趨勢。首先，從小學階段到高中階段，學

生的音樂學習的能力信念呈顯着下降趨勢 ；相似地，在對音樂主觀價值的調研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趨勢。其

次，研究結果也反映出學生對音樂學科價值的感知是所有學科中最低的。最後，學生在音樂學習中對任務

難度的感知卻顯著上升。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根據各國或地區不同的文化背景，試圖分析形成這些情況的因素，包括 ：社會文

化背景、學校教育體制以及音樂課程建構中的困境。從效用價值的角度來看，研究者認為職業機會和高考

帶來的升學壓力是導致學生音樂學習動機下降的原因。音樂教師也應當向一些有意願學習音樂的學生提供

生涯發展的規劃與建議，以幫助學生更全面地瞭解其潛在的職業方向、音樂產業的發展動向以及音樂教育

對於社會的貢獻。22 此外，家長也是影響學生音樂學習動機的外在因素之一 ；教師應當向家長傳達音樂教

育對於學生個人及未來專業發展的積極影響，使家長瞭解音樂有助於發展學生的自律性、自律行為、創造

力以及批判性思維等一般技能、社交技能、以及道德情操。最後，音樂課程設置的完整性、教學內容的趣

味性以及教學方法的多元化等能夠對學生的音樂學習動機產生積極的影響。從宏觀層面看，音樂課程設置

的範式應從一種強調知識和技能為導向的課程轉變成一種綜合性的、真實性的課程。教師應當為學生創造

具有真實性的音樂學習情境，結合音樂創編、聆聽和表演，促進學生認知和意識的發展，從而加深其對於

音樂及其社會價值的理解。而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針對音樂學習動機的研究大多採用量化的、問卷調查

的方式收集資料，而單一的資料收集方式也給資料的三角互證帶來了困難 ；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加入

定性研究方法，通過觀察、訪談等手段加深對於具體問題的理解。無疑，期望 - 價值模型中的成本、目標

以及自我概念能力（Self-concept abilities）等元素尚未在已有的研究中得到系統的檢驗 ；因此，未來的研

究也應將這些元素納入研究設計中，以瞭解它們對期望、價值感知以及對學生音樂學習動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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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暗藏錯誤結論的典型案例》談開來！
鄭志民

筆者在研究 “數學歸納法” 是 “歸納法” 還是 “演繹法” 時，拜讀了數學大師華羅庚先生的大作《數學

歸納法》（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3 年版之科普小冊子）。

華先生在該書的第 7-8 頁（例 1）之（2）提到，“當 n=1,2,3…，1100 的時候，式子 n2 +n+72491 是素

數。” 但實際上，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但 n=4 時，n2 +n+72491=72511=59×1229 卻是合數而非素數

（質數）[ 註 ] 。這個錯誤在於，用 “不完全歸納法” 作出的猜想不一定正確，因此要經過嚴格論證加以肯定，

或舉反例加以否定，與自然數 n 有關的命題，常用兩個步驟（實即兩個命題）來證明它們的正確性 ：

（1）驗證當 n 取第一個 n0（如 n0=1，或 n0=2 等）時，命題成立。

（2）假設當 n=k（k ≧ n0，k ∈ N）時命題成立，應用假設證明 n=k+1 時，命題也成立。

這種證明方法稱為 “數學歸納法”，它屬於 “推理論證的演繹法” 而非 “歸納法”。

歷史上不少典型錯例也都是沒經過嚴格地加以論證而產生錯誤。這些典型的錯例也就成為經典的猜想。

“費爾馬猜想” 就是歷史上出名的 “錯誤猜想”。

【例 1】對於非負整數，形如 22n
+1 的數（費爾馬數）都是素數（質數）——著名的 “費爾馬猜想”（費

爾馬，1601-1665 年，法國數學家）。

【解】費爾馬數，當 n=0，1，2，3，4 時，都是素數 ：

F0 =220
 +1=3，

F1=221
  +1=5，

F2 =222
 +1=17，

F3 =223
 +1=257，

F4 =224
  +1=65537。

然而，這個猜想是錯誤的，過了不久，瑞士數學家歐拉（1707-1783）證明了

F5=235
+1=4294967297=641×6700417 是合數。

後來又有大發現，當 n=12 時，

F12=2312
+1=24096+1 也可以被 114689 整除，

當 n=23 時，

F12=2223
+1 也可以被 167772161 整除 ：

“歸納法” 是一種發現結論的方法，用以發現規律，作出猜想的方式。

從分析一些特例的共同特徵，進而得出一般性結論，這種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方法稱為 “歸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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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 包括 “完全歸納法” 和 “不完全歸納法”。

“完全歸納法” 適用於研究對象的個數是有限的，或對象分類有限，並且不很大情況。

“不完全歸納法” 不僅可適用於研究對象無限多個，也適用於研究對象的數目有限個（但數目較大）的

情況。

而 “數學歸納法” 是對猜想的正確性加以肯定的一種嚴格論證方法，二者概念不同，但卻是相互聯繫

的︒

運用 “數學歸納法” 論證命題時，兩個步驟缺一不可。第一個步驟稱為 “歸納奠基”，是證明的基礎 ；

而第二個步驟稱為 “歸納遞推”，它反映了無限遞推關係，第二個步驟中假設 n=k 時命題成立稱為 “歸納假

設”。“歸納遞推” 的基本構思，也是中心任務在於 “一湊假設，二湊結論”，設法接納、使用 “歸納假設” 於

“遞推論證” 中，從而推證出 “歸納結論（問題的目標）”，進而證明命題︒

“數學歸納法” 常用於證明與自然數有關的問題，但非所有與自然數有關的命題都可以用 “數學歸納法”

證明，更不是凡自然數有關的命題都一定要用 “數學歸納法” 才能證明。

我們還可以構造一些關於自然數 n 的數學式子，其中含有好多素數（質數），也有好多作質數（合數）。

【例 2】對於數學式子 n2+n+m（n， m 均為自然數），當 m， n 取自然數時 ；這個數的取值可以是素數（質

數），也可以是合數。

當 m=n+1 時，n2+n+m=n2+2n+1=(n+1)2 就是合數（不論 n 取什麼自然數）。

而 m 取 17 時，Fn=n2+n+m=n2+n+17，

當 n=1 時，Fn=n2+n+m=19，是素數（質數）；

當 n=2 時，Fn=n2+n+m=23，也是素數（質數）；

當 n=3 時，Fn=n2+n+m=29，也是素數（質數）；

當 n=4 時，Fn=n2+n+m=37，也是素數（質數）；

當 n=5 時，Fn=n2+n+m=47，也是素數（質數）；

當 n=6 時，Fn=n2+n+m=59，也是素數（質數）；

當 n=7 時，Fn=n2+n+m=73，也是素數（質數）；

當 n=8 時，Fn=n2+n+m=89，也是素數（質數）；

當 n=9 時，Fn=n2+n+m=107，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0 時，Fn=n2+n+m=127，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1 時，Fn=n2+n+m=149，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2 時，Fn=n2+n+m=173，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3 時，Fn=n2+n+m=199，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4 時，Fn=n2+n+m=227，也是素數（質數）；

當 n=15 時，Fn=n2+n+m=257，也是素數（質數）；

但當 n=16 時，F16=162+16+17=289=172，卻是合數！

因此如果說，“當 m=17 時，n2+n+m 對指任何自然數 n 都是素數（質數）” 卻是錯誤的！

【例 3】我們還可以構造出數字式子 Fn=n2+n+m，當 m=n+1 時，Fn=n2+n+n+1=(n+1)2 的值便是非素數

（合數）。其實當 m=n 時，Fn=n2+n+m= n2+n+n=n2+2n=n(n+1) 便是合數。其實，還可以進一步肯定，當

m=kn（k=1，2，3，…n 自然數）Fn=n2+kn=n(n+k) 也都是合數。

參考資料 ：

[1] 華羅庚 ：《數學歸納法》，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3 年版。

[2] 鄭隆炘 ：《歸納與遞推》，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3] 顏同照 ：《歸納與遞推》，商務印書館 1984 年半。

[4] 張明志 ：《數學歸納法》，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

[5] 唐以榮 ：《中學數學綜合題解題規律講義》，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 年版。

[6] 夏興國 ：《數學歸納法縱橫談》，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3 年版。

[7] 鄭子傑 ：《數學歸納法還是數學演繹法？》，《香港青松中學教師論文選》第二輯，2000 年版。

[8] 鄭志民編著 ：《薪火相傳育英才——數學教育研思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 註 ] 筆者認為這個錯例不一定出自華羅庚先生的手筆，很可能是他的助手幫他選例時，“以誤傳誤” 而

造成的結果（事實上，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3 年 4 月出版的《數學歸納法縱橫談》（夏興國著）之第 15

至第 16 頁錯例 2）也引用了這個 “錯例”，同樣地，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出版的《歸納與遞推》（鄭

隆炘著）第 12 頁也引用了這個 “錯例”。

筆者發現華羅庚的名著《數學歸納法》中，這個 “錯例” 之所以是錯誤的原因，仍是 “就事論事”，並無

損害華羅庚先生的名譽之心，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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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7 年澳門高中生
源時空分異研究——以教業中學為例

郭元軍　李浩權　陸傑煒

摘要 ：
通過搜集整理 2002 年到 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入學學生家庭住址，發現教業中學生源空間上呈現集聚

分佈特點，且最鄰近距離係數在逐步擴大，表明其有分散的趨勢。教業中學生源重心接近於澳門本島的中

心，並波動向東南向遷移。澳門各堂區人口數量、人口年齡結構影響高中適齡人口數。教業中學生源分佈

與高中適齡人口呈正相關。生源重心的遷移與高中適齡人口數的變化耦合。教業中學校址變化對於生源空

間變遷起到加速作用。

關鍵字 ：生源 ；時空分異 ；最鄰近距離 ；重心

一 . 引言
隨着澳門 15 年義務教育的實施和更多私校入網，中學階段的澳門學生和家長對於就讀的學校有更多的

選擇。生源是中學辦學品質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學校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學校之間的生源競爭也因

此變得越來越激烈。探索中學生源空間分佈及其空間結構演變，為學校發展提供地理學方面的服務，成為

本研究的現實意義所在。

從地理學的視角來看，學校生源區研究屬於服務業區位論研究的範疇。服務業區位論即研究服務企

業、服務部門、服務活動及服務設施最優場所或空間 ( 位置 ) 及其選擇的科學。[1] 服務業是生產服務產品的

部門。影響服務業佈局的區位因素錯綜複雜，並隨着資訊技術的廣泛應用而不斷改變。二戰以後，服務業

區位研究受到重視，成果豐碩，但 Daniels 指出服務業地理空間分佈規律研究長久被人們所忽視 , 尚未形成

完整的服務業區位論體系。[2] 教育服務業區位論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於生源時空分佈 [3-5]、招生策略 [6-7]、學

生選擇學校主導因素 [8-10]。學校類型基本上集中在大學，以高中 [4] 作為研究對象更是少有發現。學校生源區

時空分異研究是教育服務業區位論研究的基礎，本文力圖循着這一方向以具有百年歷史的澳門教業中學為

研究對象，為教育服務業區位論研究提供基礎案例。

二 .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出口，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介乎

北緯 22°04' 36.0" 至 22°13' 01.3"，東經 113°31' 41.4" 至 113°37' 48.5" 之間，總面積為 32.9km2。澳門行政區

劃分為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等 9 個堂區，並可進一步劃分為青洲區、台山區等 25 個二級堂區 [11]。

（圖 1）

1.2 數據的獲取與研究方法

澳門教業中學，前身是由澳門孔教會創辦的孔教中學 (1910) 和澳門銀業公會建立的銀業小學 (1949)，

於 1975 年，兩校合併為教業中學。學校現有中學部、小幼部、國際中心三個校部。2009 年教業中學由大炮

台校址（22°11'42.92"N，113°32'29.26"E）遷往新口岸校址（22°11'21.11"N，113°33'12.29"E）。（圖 1）本文

收集了 2002 年 -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入學家庭住址，共計 4347 條，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然後將學生家庭住

址標定在 Google earth 上，形成教業中學生源空間分析的基礎並討論教業中學生源空間分佈類型、時空演

變。最後通過以距離，生源區人口分佈特徵定性討論教業中學生源影響因素。

教業中學高中生源在空間上表現為點數據形式，筆者採用最鄰近距離法來分析其點空間分佈格局。最

鄰近距離法的原理 ：計算出所有點對之間的距離，並認為距離最短的點對為最鄰近。比較最鄰近的點對的

平均距離與隨機分佈模式中最鄰近的點對的平均距離，用其比值——最鄰近距離係數判斷其與隨機分佈的

偏離。最鄰近距離係數計算公式如下 ：

圖1 澳門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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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NN 為最鄰近距離係數，(Do) 為最鄰近距離，(De) 為隨機分佈條件下的理論平均距離

其中 n 為樣本點數目，dij 為第 i 點到第 j 點的距離 ；min（dij）為 i 點到最鄰近點的距離，A 為研究區

域面積。

當 ANN=1，則為隨機分佈 ；當 ANN<1，為聚集分佈 ；當 ANN>1，為發散分佈，並用 Z 檢驗來檢驗

計算結果的可靠性。

其中 SE 為標準誤差。

筆者通過建立教業中學高中生源分佈空間重心，並尋求不同時間段重心在空間上的移動來探討教業中

學高中生源空間結構演變。

重心概念源於物理學，指的是物體各部分所受重力產生合力的作用的。設第 i 個學生的家庭住址地理

坐標為 Qi（Xi，Yi），教業中學高中生源的重心坐標為 Pj（Xj，Yj），計算公式為 ：

其中 W 為權重

三、結果與分析

（一）2002-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時空分佈特徵

從 2002 年到 2007 年，教業中學高中共收入學生 4373 人，其分佈圖版Ⅰ所示。具體來說（圖版Ⅰ，表

1），除路氹填海區、新城 A 區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兩區外，澳門每個堂區都是教業中學生源地。

甚至，還有少量學生來源於珠海和中山。教業中學生源主要分佈在澳門半島，共 4142 人，佔比為 95.3%，

離島共 176 人，其中氹仔區人數要比路環區多一倍多。對各堂區來說，聖安多尼堂區人數最多，達 1616

人，佔比為 37.2%，花地瑪堂區其次，達 1520 人，佔比為 35.0%。從分區來說，人數最多的是沙梨頭及大

三巴區和黑沙環及佑漢區。

圖版Ⅰ 2002 年 -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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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2-2017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分佈

堂區 人數 分區 人數 堂區 人數 分區 人數

花地瑪堂區 1520

青州區 78

大堂區 434

中區 279

台山區 269 新口岸區 68

黑沙環及佑漢
區 600 外港及南灣湖

新填海區 87

黑沙環新填海
區 288

嘉模堂區 126

海洋及小譚山
區 15

望廈及水塘區 118 氹仔中心區 86

筷子基區 167 大學及北安灣
區 8

聖安多尼堂區 1616

林茂塘區 290 北安及大潭山
區 3

高士德及雅廉
訪區 56 氹仔舊城及馬

場區 14

新橋區 436 聖方濟各堂區 50

沙梨頭及大三
巴區 834

路氹填海區 0

望德堂區 107
荷蘭園區 94

東望洋區 13 珠海 27

風順堂區 456

下環區 446 中山 2

南西灣及主教
山區 19

�城A區及港
珠澳大橋澳門
口岸管理區

0

教業中學高中生源空間上表現為點數據形式適合空間點格局來研究。空間點格局是一系列點不規則的

分佈在感興趣的區域，由某種未知的隨機機制生成點模式。點模式分析並不關心如何描述點個體特徵或屬性，

而是關心這些對象集在空間是分佈特徵和相互關係——空間分佈格局。一般而言，點數據的空間分佈格局

有三種形式 ：集聚、隨機和發散分佈。對 2002 年—2017 年做最鄰近距離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所有學生最

鄰近距離係數 ANN-All=0.12341，且通過 P<0.001 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教業中學高中生源空間點格局表現為

集聚分佈。2002 年—2017 年，每年最鄰近距離係數也小於 1，空間上也表現為集聚分佈，不過係數在逐步

擴大，表明其有分散的趨勢。有趣的是，比較 ANN-All 與各年 ANN，可以發現 ANN-All 小很多，表明不

同時間，同一個小區，有比較多的兄弟（姐妹）或者鄰居前後入讀教業中學。

表2 最鄰近距離分析結果和校生平均距離

時間 最鄰近距離
（m） Z 值 期望值 最鄰近距離係數

（ANN） P值 校生平均距離
（m）

All 5.37 -110.53 43.51 0.123 0.0000001 1644.6

2002 46.93 -23.32 170.48 0.275 0.0000001 1465.4

2003 51.22 -23.59 156.46 0.327 0.0000001 1326.7

2004 39.74 -27.35 145.97 0.272 0.0000001 1377.0

2005 42.66 -26.41 150.32 0.284 0.0000001 1319.8

2006 46.43 -25.25 150.11 0.309 0.0000001 1227.2

2007 62 -20.8 164.22 0.378 0.0000001 1181.5

2008 50.9 -23.62 156.93 0.324 0.0000001 1131.6

2009 55.07 -22.08 166.13 0.331 0.0000001 1959.3

2010 52.32 -23.05 160.32 0.326 0.0000001 1955.2

2011 70.3 -18.41 184.36 0.381 0.0000001 1988.0

2012 89.31 -15.36 176.51 0.506 0.0000001 2069.9

2013 67.46 -19.03 180.66 0.373 0.0000001 2091.5

2014 148.44 -7.56 208.06 0.713 0.0000001 2130.1

2015 126.73 -10.82 246.83 0.513 0.0000001 2317.0

2016 142.92 -9.21 238.17 0.6 0.0000001 2316.8

2017 184.73 -5.87 253.49 0.729 0.0000001 2495.5

最鄰近距離分析結果表明教業中學高中生源集聚分佈，然而並不能回答在何處集聚的問題。筆者通過

建立教業中學高中生源分佈空間重心，並尋求不同時間段重心在空間上的移動來探討教業中學高中生源空

間結構演變。

2002 年到 2007 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重心如圖 2 所示。經過計算 2002-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

重 心 為 22°12'1.86"N，113°32'40.95"E， 澳 門 的 幾 何 中 心 坐 標 為 22°10'8.84"N，113°33'33.18"E。 比 較 兩

者，教業中學高中生源重心較澳門幾何中心明顯偏向西北方。反而與澳門半島的幾何中心 22°11'53.49"N，

113°32'44.50"E 比較接近。不過也偏向西北 27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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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教業中學生源重心及其在2002年到2017年期間遷移路徑

為了瞭解教業中學生源的演變，筆者分年製作個堂區生源比例變化圖（圖 3）。由圖可見，以澳門重心

和本島重心為參考，教業中學生源可基本分為本島北部堂區——花地瑪堂區、聖安東尼堂區、本島南部堂

區——望德堂區、風順堂、大堂區和離島堂區。北部的堂區一直佔重要地位，不過其生源在萎縮，南部堂

區比例在增加。這種趨勢在 2009 年前後表現更為明顯。由教業中學生源分佈重心時間序列（圖 2），可見其

以全部考察期間的所有生源的重心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南北兩個部分，2002 年——2009 年分佈在北部而 2009

年——2017 年在南部。2009 年之後，教業中學生源重心隨時間遞增有明顯的向東南方向遷移的趨勢。另外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像是澳門離島——嘉模堂區和聖方濟各堂區，生源比例增加，也加劇了這種趨勢。

圖3 2002-2017期間，教業中學生源比例變化圖

    （二）2002-2017 年教業中學高中生源時空分佈歸因分析

生源地歸因研究認為，影響學生擇校的因素主要可從社會、家庭、學校三個維度，從人口、距離、交

通、家庭收入、家長的受教育水準、宗教文化背景、學校類型與聲望、學校招生策略與宣傳等方面探究。[6-10]

筆者結合收集到的資料分別從人口分佈、距離等方面來探討。

考察人口對澳門學校生源的影響，首先需要考慮個堂區的人口分佈情況。在本文研究時間範圍內，即

2002 年—2017 年期間，有 2011 年人口普查，2006 年和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共 3 期數據可供使用。從人口

統計情況來看，澳門人口分佈不均匀。以 2016 年為例 [12]，澳門人口 80% 分佈在澳門半島。僅就澳門半島而

言，其人口分佈也是不均匀的。北部的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兩個堂區約佔澳門本島人口總數的 74%。

除了人口總數之外，還需要考慮個堂區的人口年齡結構。15-19 歲組人口數佔總本區總人口比率在 3%—8%

之間，且極值都出現在離島。澳門本島，15-19 歲組人口佔總人口比在 3.9%—4.9% 之間。這種人口特徵使得

高中適齡人口在空間上集中分佈，花地瑪堂區高中適齡人口佔全澳門高中適齡人口總數的 37.1%。高中適齡

人口是學校生源的基數。位於澳門半島的教業中學生源不可避免的主要分佈在澳門半島，且偏向澳門半島的

北部。教業中學高中生源重心較澳門半島的地理中心偏西北，還與位於澳門半島西部的下環區適齡人口（高

中適齡人口佔比為 5.7%）較東部的新口岸區（高中適齡人口佔比為 1.8%）多有關。（圖 4）

青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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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澳門人口統計（根據澳門 2006、2016 年人口中期統計，2011 年人口普查 [12-14] 整理繪製）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人口年齡結構 2002-2017 期間發生了明顯變化。澳門出現了明顯的老齡化現象（圖

4）。2016 年澳門本島高中適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幾乎是 2006 年的一半，尤其是澳門本島北方的堂區。

10 年間花地瑪堂區的比例由 11.1% 遞減到 4.9%，聖安多尼堂區由 9.9% 遞減到 4.3%。由此使得，2006 年到

2016 年，澳門本島的高中適齡人口各堂區佔比出現明顯的變化。雖然澳門本島北部的堂區適齡人口仍然佔

多數，但其佔比明顯降低。10 年間花地瑪堂區由 46.5% 降低到 37.1%。教業中學的生源各堂區的分佈與此

似乎有正相關的聯繫。年齡結構老齡化的堂區生源佔比下降，老齡化速度較慢的堂區生源保持或者上升。

2002 年花地瑪堂區的生源佔生源總數的 49.8%，而 2017 年為 34.4% ；聖安多尼堂區的情況類似。相反，大

堂區、風順堂區甚至望德堂區的生源佔比上升。基於上述情況（圖 3、4），教業中學生源重心波動向東南方

向遷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澳門離島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本島的情況相反。2006 年到 2016 年期間，嘉

模堂區高中適齡人口佔總適齡人口比例分別由 10.1% 上升到 25.1%，聖方濟各堂區由 0.5% 上升到 2.4%。這

種適齡人口比例的變化，加劇了教業中學生源重心向東南方向遷移的趨勢。

距離、交通因素影響學生通勤時間。家長學生對於學校的瞭解程度會隨着距離的增加而衰減。澳門的

學校基本上是 15 年一貫製學校，從幼兒園到高中都開辦。基於時間成本和安全因素，在其他條件相同情

況下，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小幼學生會選擇距離更近的學校就讀。澳門至 2006 年起實現了 15 年義務教育，

家庭收入已經不成為擇校的限定性因素。並且在澳門生源總數減少的背景下，高中的生源與本校低年級招

生規模相關，與校生距離有一定的關係。2009 年教業中學從大炮台校址搬遷到冼星海馬路校址，使得不同

堂區生源與學校距離出現變化。學校離澳門半島的北部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距離增加了，離澳門半

島南部的距離減少了。教業中學生源重心 2009 年後加速向東南遷移或許與學校空間位置的變化存在耦合關

係。筆者也計算了研究期間，每年生源學生住址與學校的距離（表 2），發現教業中學校生平均距離 2009 年

之後有明顯增加。這似乎也印證了前述最鄰近距離指數在 2002 年到 2017 年的變化趨勢。

四、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2002 年到 2007 年期間，教業中學生源的空間分佈呈顯著的聚集模式，不過最鄰近距離係數在逐步擴

大，表明其有分散的趨勢。

教業中學生源重心接近於澳門本島的中心，並波動向東南向遷移。

各堂區人口數量、人口年齡結構影響高中適齡人口數。這是學校生源的基數。教業中學生源分佈與高

中適齡人口呈正相關並且生源重心的遷移與高中適齡人口數的變化耦合。

教業中學校址變化對於生源空間變化起到加速作用。

（二）討論

學校生源分析是一個複雜工程，影響因素多樣，各因子權重也不盡相同。本文受制與資料收集，僅從

人口、距離兩個因素做定性研究。僅就這兩個因素，也需待後續收集到更多的人口和更多學校學生資料等

數據進一步定量分析，建立澳門學校生源分佈模型。完成此項研究，可為澳門學校的合理佈局提供參考，

為教學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理論支撐，甚至可為新填海區的規劃提供參考。僅就教業中學而言，或許維持

傳統生源區——花地瑪堂區、聖安東尼堂區，加強新興適齡人口增長較快區——嘉模堂區招生宣傳能吸取

更多的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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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Various Reading Instructions 
to Nourish Students’ Motivation in 

Reading Aloud
Tam Ka Lok　Loi Sio Hong　Lok Si Sou

Introduction
Reading aloud is an important activity in a language classroom. It does not only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accuracy and fluency in pronunciation, but also enhance their literacy and reading skills. However, some 

of the teachers simply use “drilling” in reading aloud practice. In that way, students might become demotivated 

in reading aloud in the long run. Thus, using various and appropriate reading instructions could make reading 

aloud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motivated. 

Repeated Reading (RR)
Repeated Reading (RR) is a particular method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skills. The 

aim of this method is to develop the fluency of reading aloud. In this method, students could read and re-read 

a text silently or aloud from two to four times to increase their accuracy and comprehension. By using RR, the 

teacher could help students become the fluent readers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three techniques for using the 

method,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as the top ones are Oral Repeated Reading, Paired Repeated Reading and 

Reader’ s Theatre.

Oral Repeated Reading 
In Oral Repeated Reading, there are four steps to drill the reading fluency. First, begin with a compelling 

poem or story. Next, break the text into chunks. Then, model the reading of that chunks. At last, practice 

reading the text to improve the enunciation of students.  

Actually, Oral Repeated Reading could let the students get a sense about reading meaningful in the part of 

a sentence. Teachers should take this as a model to give the students a basic concept about how to read a text. 

Hence, lower primary teachers could use this technique frequently in their classroom. It could giv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imitate their teachers how to read the passage with appropriate pronunciations and intonations. 

In fact, most of the lower primary students like imitating in that period of time of the lesson (Ellis Ormrod, 

2011). Henc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a lot of reading materia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ssons as storytelling 

for awaking their reading interest and reading attitude (Rasinski, T. V, 2010). 

Pair Repeated Reading
As for the upper primary, teachers can use another reading instruction called Paired Repeated Reading. 

Paired Repeated Reading helps both stronger and weaker reader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ids for the stronger 

readers in focus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Dowhower,1987). Furthermore, Pair Repeated Reading could 

also develop corporative learning. As students could learn from their classmates under Paired Repeated 

Reading and they could imitate each other (Harmer, 2010). Meanwhile, teachers could implement peer review 

in this practice, so that students could evaluate each other’ s reading aloud performance. The teacher could 

provide some guidelines at the beginning stage for setting up criteria on peer evaluation. Some sample remarks 

could be given to students as examples, such as, “Nice Job!”, “Nearly Perfect!” and “Need Works”, etc. (Table 1 ：

Giving Comment to your classmates). In fact, teachers could design their own rubric for the peer evaluation. 

This could give students a basic idea what they need to improve. 

Item
☺ 😐 ☹

Voice •　I can hear your voice.

•　Your voice is loud.

•　I like your voice.

•　Your voice is loud enough. •　Sorry, I cannot hear.

•　Try to have louder voice 

next time.

•　You have the soft voice.

Eye contact •Your eyes have drama. •　You have eye contact 

with us.

•　Please look at us next 

time.

•　You don't have eye 

contact with us.

Emotions
and  
Intonations

•　I can know the story 

from your reading aloud. 

•　You use the intonations 

effectively. 

•　You can use some intonations. 

•　You use the intonations 

appropriately. 

•　Your reading aloud likes 

a robot/ machine. 

•　Try to use different 

intonations next time.

Facial   

expression
•　Your face can tell the 

story.

•　Your facial expression 

is enough.

•　You have some facial 

expressions. 

•　Please have some facial 

expressions next time.

Fluency •　You are really fluent. •　You are fluent enough. •　You are not really fluent. 

Confidence •　You are really brave to do 

this performance. 

•　You are confidence enough. •　You are not really fluent. 

Don't be shy. 

Table 1: Giving Comments to your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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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Theater (RT)
In fact, RR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RT in the classroom. As a consequence, it would be more entertaining 

and engaging in reading aloud. The reason is that students can play different roles with some props during RT. 

They could have a script to read when they are performing. During the performance, students need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to read their dialogues aloud with different intonations. Therefore, this could guide 

students use proper intonation in speaking and develop character empathy in students. One more thing is that 

this approach could be applied to both lower primary and upper primary students. In the later stage, teachers 

can use RT as an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another genre, the play, to nourish their literacy accomplishment. 

Meanwhile, teachers can use RT as a summative assessment. A more effective way is that teacher could use 

peer evaluation while the other groups are giving performance. So that students c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also learn to be a better listener.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attainments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asic 

Academic Attainments (A-1-7; A-1-8). 

Conclusion
In general, RR is effective and recommended in the primary classrooms. This is because it could develop 

a sense about sense grouping for the students. These groups of words are closely connected in context and in 

grammar. In a consequence, it could help students build a strong foundation in comprehension. Furthermore, 

this could als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English and let them become the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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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常常聽課，檢查試卷、作業等。檢
查作業時作業冊中的一些練習引起我的疑惑與思考，
希望與同仁共同探討。

語文教學的任務之一是豐富學生語言經驗，引導
學生在讀書、作文、口語交際等中學到的言語規律在
語言實踐中運用，從而提高理解、運用語言文字的能
力。

一、 關於 “縮句”

“縮句” ：就是把結構比較複雜的句子，去掉其修
飾、限制和補充的成分，但不改變句子的主要意思，
是小學高年級考試的常見題型。縮寫句子的訓練，可
以讓我們更清晰認識句子的基本結構，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句子的主要意思。

簡單說，把 “枝繁葉茂” 的長句子，“去枝減葉”
縮成只留 “主幹” 的短句子，並且不能改變原句的主
要意思。“主幹” 即主謂賓或者主謂，抓住句子的主幹
“什麼怎麼樣？” “誰做什麼”，而句中定語、狀語、

補語部分可以刪掉。
但在作業冊中常常看到這樣的題 ：

上面句子中，“春天來了” “在公園裡” “滿天烏

雲，雷聲隆隆” 都是補充說明的部分，在句中做狀
語，為何還要保留着？而且第二句是複句，有些較複
雜的長句、複句的縮寫對小學生來講不容易，筆者不
主張小學生練習。

上面題中，“開心極了” “真是完美的搭配” 是補
充成分，可去掉 ；另外，句中 “這個” “很多” 修飾
成分，保留主謂賓成分，縮成 “小鎮保留了古跡”，
原句意思不變。

二、關於 “擴句”   

與縮句剛好相反，“擴句” 顧名思義，就是添枝
加葉，在主幹的基礎上添加定語、狀語、補語等連帶
成分，使句子或課文的意思更具體、形象，充實豐
滿。對原句加以修飾、限制或者補充，就是進行擴
句。擴句的訓練，從扶到放。低年段，在某些名詞、
動詞前加括弧，用例子指引，但要注意，擴句一樣不
能改變句子的基本意思與句型。如，下面的句中四，
主語應該是 “她”，而擴句後的主語變成了 “歌聲”，
很明顯主語發現變化 ；原句五中 “喜歡” 是動詞做謂
語，動詞的直接對象 “看書” 做賓語，而擴句中謂語
是 “是”，賓語卻是 “好學生” 。很明顯，以上兩句，

咬文嚼字
——由“作業冊”引發的思考

梁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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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句後意思與原句完全不同，這樣的擴句改變了原句
的意思，不符號擴句的要求。

三、關於 “形容詞” 

作業冊上看到的例句中 ： 

上題中，括弧給出的 “拼命地” “興奮地” “認
真地” 這幾個詞，是對句中動作 “吹氣” “吹滅” “學
習” 的程度的說明，是副詞，而不能說成是形容詞。
這樣的題目，首先是用詞不嚴謹，會讓學生錯誤地認
為這樣的修飾詞都是 “形容詞”，對詞語知識點的掌握
造成混淆。其次，笔者認為二年級學生未必真懂 “形
容詞”，有時課堂上也需要解釋 “形容詞” 的意思。筆
者認為小學低段，應弱化對詞語的詞性 “下定義” 說
“概念”，這很抽象，即使說了學生也未必理解。這類

題主要是訓練和考查學生詞語搭配和語言運用能力，
低年級題目是否可以這樣，“把下面的詞語填在句中適
當的地方，使句子的表達更完整更具體” ；而隨着年

級增高，可不給出詞語，鼓勵學生根據已有知識和語
言經驗，不受限制地填寫、表達。 

四、標點符號的運用

教材、作業冊上常出現書名號之間用頓號的情
況。有關頓號的用法，早在十幾年前已有了很明確的

要求。近期，《人民日報》上也有說明。

五、關於 “句子的表達”

小學教育基本學力要求 “說話用詞正確，語意清
晰”， 筆者也認同要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培養學習正
確運用語言的能力。 語文科是基礎學科，在用詞造
句中，需要嚴謹，教材有指導作用，但要保證教材、
教輔用詞的科學性、準確性，句子的意思不能出現歧
義。常識作業冊，也常常看到這樣的題目 ：

上面句子中，題 1，是說 “三種植物” 還是 “植
物散播種子的三種方法” ？題目的表達不夠清晰，從

出題者看很明顯想表達的是 “植物散播種子的三種方
法” ；同樣道理，題 2 ：是問 “兩個澳門” 嗎？顯然
不是，而是問 “澳門獲取電力的兩個途徑”，筆者認為
作為書面語的表達，要注重用詞的準確性、規範性。
語文 “改病句” 中常出現的幾大類型之一 ：“詞序顛
倒”，上面的表述很明顯就屬於 “詞序顛倒”，在一般
情況下，一句話裡面的詞序是固定的，詞序變了，顛
倒了位置，句子的意思就會發生變化，引起歧義甚至
造成病句。

語文教學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培養學生的語文
素養。其中 “語言的建構與運用” 和 “文化理解與傳
承” 這兩個方面的素養，更要求具備必要的語文知
識、豐富的語言積累、熟練的語言技能、深化的文化

素養等。語文的學習的主要內容，是一篇篇具體的範
文，在一定量的語言材料、語言積累基礎上產生質的
飛躍。我們要引導學生向課文學語言，向課文學表
達。這就要求我們在選擇教材和教輔時，要考慮所學
習的文章是否能指引、幫助學生積累語言，學識上是
否具有科學性、嚴謹性、規範性。這些語文教學，是
否讓學生受到高尚情操與趣味的薰陶，是否養成實事
求是、崇尚真理的科學態度。

薛法根認為，語文教學應以發展學生的言語智
慧為核心，發展言語智慧就是促進言語人的生命的成
長，就是發展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語文成為一門學
科，必須得 “科學”。 

澳門有些中學選用香港啟思出版社的《中國語
文》作為教材。以下一段引文是啟思《中國語文．中
三下》（第四版）一書對范仲淹《岳陽樓記》的主旨歸
納，其中橫線處即是該教材對《岳陽樓記》寫作目的的
闡釋 ：

“記述作者受友人所托為岳陽樓作記，作者通過描
寫岳陽樓的景觀，說明仁人志士的抱負不因外在環境和
個人榮辱而改變，而是以天下憂樂為己任。作者以此自
許，並藉此勉勵友人。”（9.38 頁）

然而，經筆者查閱相關文獻，發現該書對寫作目
的的闡釋不夠全面準確，有待更正。

目前學術界對該文的寫作目的有以下三種看法 ：
1. 規勸說
提出這一說法的人主要參考范仲淹的玄孫范公偁

所寫的《過庭錄》。該書記載范仲淹（下文簡稱 “范
氏”）為滕宗諒（下文簡稱 “滕氏” 或 “滕”）作記的

原因為 “（滕）自慶陽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
（范）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 因此，
范仲淹只能藉滕求記一事，作記婉勸滕氏學習古仁人
之心，豁達處世。

《清波雜志》卷四亦記載道 ：“放客逐臣，一旦棄
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什，特為酸楚，極
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讚其落
成，答以 ‘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 這段資料
側面證明貶謫一事對滕氏造成精神打擊，因而范仲淹
作記規勸之。

2. 共勉及提倡 “大我” 精神說
范仲淹作記時（1046 年），正值他和滕氏等革新

派官員因慶曆變法而紛紛遭到政治迫害。因此，范仲
淹作記以古仁人之大我精神來勉勵自己，勉勵滕宗
諒，勉勵其他同志，當官應謹記心懷蒼生，以天下事
為先（吳小如，1980）。

3. 讚揚滕子京精神說

《岳陽樓記》寫作目的之我見
李㼆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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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藉此記高度讚揚滕子京雖遭讒貶謫，降為
僻地小官，但他絲毫不氣餒，仍盡忠職守，僅用一年時
間便把巴陵郡治理得 “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文末范
氏更將滕子京歸於古仁人一類，讚揚滕子京有古仁人
“捨己為國” 的大我精神。最後更以 “微斯人，吾誰與

歸？” 直接表達自己傾心歸依像古仁人、滕子京這一類
仁人志士。（何益明，1978 ；陸新朔，2006 ；陳小飛，
2013）。

啟思出版社的《中國語文》選用以上第一、第二
種說法作為《岳陽樓記》一文的寫作目的。可是根據史
料，第一和第二種說法並不合史實，原因如下 ：

1. 滕宗諒是一位敢言直諫、忠君愛民的好官員
敢言直諫 ：
據《宋史・滕子京傳》所載，滕宗諒早年曾就 “禁

中失火，皇帝嚴查” 一事，上書進諫，規勸皇帝與其徹
查失火原因，不如把精力花在如何預防火災上。仁宗接
納其言，由此避免一場勞師動眾、涉及面極廣的嚴刑拷
問，同時亦能一針見血地解決問題。面對章獻太后攝
政，遲遲不還政於皇帝，滕氏更就此事勸說太后，冒死
維護國綱禮法，避免政權旁落。

忠君愛民 ：
滕宗諒任涇州知州時，為抵抗外敵入侵，在前軍

葛懷敏軍於定州失利時、外敵逼近之際，滕氏所在的
涇州兵力薄弱，不足為禦，涇州上下憂患不安，旁郡
驚慌不已之時，他不但沒有消極絕望，等待救援，反
而果斷召集數千勇士，為兵作諜，巡邏守城，刺探敵
情，並將相關情報告知旁郡以作防備。後范仲淹率兵
前來救援，時值數日陰晦，軍情愁慘，士氣低落，滕
氏為振奮士氣，安定民心，特設酒宴迎犒士卒，將定
州戰殁者安葬，厚待其家人。如此這般，將士乃至百
姓才稍安（《續資治通鑑》卷 45、卷 46 ；《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 143 ；《宋史·滕子京傳》）。

再者，《岳陽樓記》一文亦記載滕氏雖被貶謫至
偏遠的岳州，但只用一年時間，便將當地治理得 “政
通人和，百廢具興”，其敬業精神絲毫沒有受到鄭戩、
梁堅、王拱辰等人對他的誣陷（編造滕氏在涇州、慶
州任職時公使錢使用不當）而有所減損（《續資治通
鑑》卷 4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3；《宋史・滕子
京傳》）。

翻看滕氏一生，為官勤懇，不分官階高低 ；為國
為民，不顧個人得失 ；敢言直諫，不管自身生死。這
不正符合范仲淹所描繪的古仁人的形象嗎？ “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的古仁人精神在滕氏身上充分體現。

所謂 “落甚成，只待憑欄大慟數場”，不過是人之
常情，一時悲憤而已。

2. 規勸說於方式、時間上不合理
范公偁認為，范氏因滕氏 “豪邁自負，罕受人

言” 而作記規勸，希望滕氏能學習古仁人 “先天下而後
個人” 的大我精神，放下受貶之憤懣。如果不論范公偁
對滕氏的評價是否屬實，單以他提出的規勸說來看，便
已不合常情。

因為滕氏致書求記時，直言希望范氏能作記讓岳
陽樓名垂千古，所以范氏應該不會在好友如此看重的一
篇文章中去規勸他，而且如果自己作記成功，這篇文章
便會和岳陽樓一樣在歷史長河中屹立不倒，閃閃發光，
那麼自己對好友的規勸也會影響好友的名聲，范氏怎會
選擇用這樣一篇文章去規勸好友呢？何況好友還是范公
偁所寫的 “豪邁自負，罕受人言” 的人呢？如此不尊重
好友的行徑又怎會被 “罕受人言” 的滕氏所接受呢？

再者，范公偁所作的《過庭錄》，顧名思義，即記
錄其父范直方對子弟的教誨。范直方是范仲淹的曾孫，
與范仲淹相隔兩代，范仲淹去世時，范直方未出生。因
此范直方對曾祖父及其朋友的瞭解大多是聽家人所言，
其真實性有待商榷，不可全信。而且范公偁寫這本書
時，正值范氏家族式微之際，他有意藉此書突顯祖德，
振興家族，因此他在寫書時，可能會存在厚己薄人的情
況（遠藤隆俊，2004; 陳湘源，2012）。由此來看，《過
庭錄》對《岳陽樓記》寫作目的的推測不可全信，不能
以此來證明該文的寫作目的。

另外，從滕氏致書求記到范氏作記回函中間足足
隔了十五個月。如果范氏真想規勸滕氏的話，應該不至
於拖這麼長的時間。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岳陽樓記》的寫作目的應
為 ：范仲淹表達自己視古仁人為人生楷模，讚揚滕子
京具備古仁人 “先天下後個人” 的大我精神，藉此自勉
並勉勵他人（如 “遷客騷人”）學習這種憂國憂民的大
我精神。

結合時代背景，范仲淹當時寫該文時可能還有兩
個目的 ：范氏在文首特意寫出滕子京的政績，可能是
為突顯滕子京的賢能敬業，反駁保守派對滕子京為官態
度的誣衊。而他讚賞頌揚古仁人 “先天下後個人” 的大

我精神，可能是為表達自己以及滕子京這類仁人志士
不會向現實屈服的決心（王寛行 & 劉景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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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 (2017 年版 )》關於 “選
擇性必修課程” 提出的學習要求的第一條 ：學習多角
度、多層次地閱讀 , 對優秀作品能夠常讀常新 , 獲得
新的體驗和發現。

在執教《孔雀東南飛》的時候，筆者和學生一起
開展了一次效果不錯的課堂實踐 ：於矛盾處發現問
題，讓學生注重個性化、多元化的閱讀，充分調動學生
的知識積累和生活經驗，在主動積極的思維和情感活動
中獲得了獨特的感受和體驗。

在學習《孔雀東南飛》時，其中有個課堂環節
是 ：結合文本，用思維導圖的形式對詩歌中的人物
“劉蘭芝”、“焦仲卿”、“焦母”、“劉兄” 進行分析。學

生對劉蘭芝的人物性格分析都是集中在她的優點 ：美
麗精緻，“着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
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蔥根，
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勤勞能幹，
“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左手持刀

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 ；多才多
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
詩書” ；忠於愛情，“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
如絲，磐石無轉移” ；善良、有修養，“今日還家去，念
母勞家裏” ；敢於反抗，“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 ! 妾
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對焦仲卿的解讀也基本集中在 ：忠於愛情，“誓不相隔
卿，且暫還家去 ; 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
負” ；敢於反抗，“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善良、
孝順，“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
怨鬼神 ! 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我自不驅卿，逼
迫有阿母”。

的確似乎學生的理解看起來有理有據，無可厚
非，但仔細一想是否真的完全如此呢？我利用一個矛
盾點去啟發學生的思考 ：劉蘭芝如此漂亮、能幹，聰

慧、勤勞，可謂是難得的媳婦人選，焦仲卿善良孝順
又癡情，這個兒子也不賴，焦母如此棒打鴛鴦，是不
是⋯⋯講到這有學生馬上接話 ：腦子進水了。在老師
的點撥下，學生也意識到他們對人物的性格分析不符
合邏輯，馬上開始重新來審視每個人物。很快，他們
就七嘴八舌的發表自己的看法 ：

（生）：“我覺得劉蘭芝太自我了，她總是在說她自
己多麼好又多麼慘，說別人多麼多麼壞。例如文中說
的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
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
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
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
君家婦難為 ! 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
姥，及時相遣歸”，都是抱怨和投訴之語，就是對她母
親和哥哥的評價也都是負面的，“我有親父兄，性行暴
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我有親父母，逼
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而事實上劉母
是個很民主，很尊重女兒想法的人，詩中提到 ：阿母
謝媒人 ：“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而劉兄除了性
情暴躁之外，我們在詩中看不到他有其他缺點，相反
他還很關心妹妹，“作計何不量 ! 先嫁得府吏，後嫁得
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
欲何云”。但蘭芝的回答卻很任性，“蘭芝仰頭答 ：‘理
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
那得自任專 ! 雖與府吏要 ，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
和，便可作婚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蘭芝是一個被
寵壞的孩子，她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在別人身上，唯獨
她自己沒有錯，這正是造成她悲劇命運的重要原因。

（師）：老子說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
有力，自勝者強。” 瞭解自己，戰勝自己的人是最強大
的。如果蘭芝能夠看到她性格的缺陷，也許故事的結
局會改寫。

在詩裡去發現更開放的可能
楊海霞

（生）：我覺得焦仲卿有點媽寶男，而且缺乏調節
婆媳關係的智慧，“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對於母
親要休蘭芝折實，他在媳婦面前甩鍋，把責任推得一乾
二淨，搞得媳婦很不爽他，在她娘面前直接叫板 ：“今
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 搞得她娘也很不爽他，槌床
大怒 ：“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 ! 吾已失恩義，會不
相從許”，其實他自己也覺得很不爽，不知這兩個女人
放着好好日子不過，折騰個啥？

（師）：看來婆媳關係能夠妥善處理，兒子發揮着
至關重要的作用，男同學加油啊！

（生）：我覺得他們一家人的性格都又剛又硬，在
一起就是硬碰硬，焦母 “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焦母在休蘭芝這件事上態度非常堅決強硬。焦仲卿 “卿
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焦仲卿在知道蘭芝改嫁後
表現得又酸又硬，沒想到劉蘭芝比他更硬，“何意出此
言 ! 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
言”。可能本來焦仲卿只是說說氣話而已，劉蘭芝卻當
真了，我們從文中看出焦仲卿是不想死的，“轉頭向戶
裡，漸見愁煎迫” “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都可見
出端倪，只是覆水難收，做不到又顯得不夠硬氣。同
時，相比他的猶豫 “徘徊”，劉蘭芝的 “舉身赴清池”
的一躍而跳就顯得更堅決剛烈。所以是他們過於剛硬的
性格造成了他們命運的悲劇。

（師）：如果他們都能理性一點，都能冷靜一點，
都不那麼強硬，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在人生中我們要
去學會柔和地處理一些問題，要相信溫柔自帶強大的力
量。老子說 “滿齒不存，舌頭猶在”、“強大處下，柔弱
處上” 講的也就是這個道理。另外好的婚姻應該是 ：
我看到你的辛苦，你看到我的不易，而不是彼此埋怨。

（生）：我覺得焦母就是看不慣他兒子和媳婦好，
用愛的名義綁架孩子的幸福。她丈夫離世，她更加依賴
兒子，蘭芝的到來，分去兒子對他的部分愛，看到兒子
處處維護媳婦她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小子無所畏，何
敢助婦語”。

（師）：有一種愛叫作放手，父母愛孩子就要學會
要得體的退出孩子的成長。

綜合以上同學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從不同的
角度去解讀人物就會得出不一樣的認識。就像英國評

論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的重要概念 ：“圓
形人物” 與 “扁平人物”。 “圓形人物” 相對 “扁平人
物” 而言更富立體感 , 在人物呈現上要求作家進行全
方位、多側面、多視角、立體化的審視和刻畫 , 就其
美學特徵而言 , “圓形人物” 性格既豐富又複雜 , 不
像 “扁平人物” 那樣個性單一、類型化 , 而是具有多
側面甚至矛盾的特點 , 其每次出場都會為讀者和觀眾
帶來 “陌生化” 的視覺衝擊和審美感受。此外 , “圓
形人物” 亦不像 “扁平人物” 那樣一次完成塑造 , 而
是需要多角度、多側面的烘托和呈現。因此，在分析
人物的時候要讓學生注重個性化、多元化的閱讀，充
分調動學生的知識積累和生活經驗，在主動積極的思
維和情感活動中獲得了獨特的感受和體驗，從而對詩
歌有更加深刻認識。

⋯⋯
學生前後兩種為截然不同的對人物的解讀，也讓

我想起蔣勳教授說的 : “讀詩，不是為了尋找答案，是
傾聽生命，遇見感動和共鳴， 在詩裡你會遇見更開放
的可能。” 此言得之。我們今天細細地品讀《孔雀東南
飛》這首樂府詩，絕不是為了強求理解的一致、評價
的統一，而是為了更好地讓學生去感受這首作品帶給
我們的感動和思考。

經典的作品經受得起時間的打磨，從這首美好的
樂府詩《孔雀東南飛》裡，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多種可
能，也思考了人生、啟迪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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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地理學科的 “第二語言”，是我們日常生
活和學習地理不可缺少的工具。教師在教學中如何運
用地圖去拓展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習的興趣和擴闊學
生的眼界，使地理課堂變得生動、多元、形象和有
效，從而突出培養學生收集資料、動手制作、小組合
作、求索創新等綜合性的能力，值得關注。

隨着科技的進步，地圖的種類更加豐富，地圖
的使用也日益普遍。我們在日常生活、學習和工作
中，經常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地圖 ：除了常見的紙質
地圖、立體地圖、地球儀等，還有電子地圖、遙感地
圖、多媒體地圖、網路地圖等。

地圖教學在地理教學活動中極為重要，是學習掌
握地理知識必不可少的環節。教師通過引導學生讀
圖、填圖、畫圖的過程，培養學生讀圖方法、畫圖能
力，在頭腦中形成各區域輪廓、從圖中獲取資訊的能
力，從地圖中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培養
學生探究學習的能力。

地理模型在教學中的合理應用可以將抽象複雜的
知識變得更加直觀、形象，打破傳統地理教學模式的
束縛，提高教學的效率，使教學重點突出、難點突
破，做到知識遷移、靈活運用，所以在地理教學中合
理運用模型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如何利用地圖做好 “新課導入”

利用地圖做好 “情境導入、激活思維”，如講 “日
本” 時，學生觀看課件中的四張圖片（卡通、櫻花富
士山、城堡、動漫），教師引導學生得出本節課的學
習主題――日本。學生看到既熟悉又有趣的圖片，立
刻點燃了濃厚的學習興趣，“打頭陣” 出現的四張圖
片，為新課的展開踏出第一步。大部分的學生在學習
和生活中對日本都有一些零星的感知，例如 ：在板塊
運動的學習中知道了日本多火山地震 ；知道日本的櫻
花、富士山、卡通、相撲 ；也知道動漫、溫泉、日本
料理、和服等，這些都是我們教學的重要資源，我們
要讓學生這些零星的感知在他們的頭腦中形成一個對
“日本” 的整體概念，進而推進學生學習日本高度發

達的工業、多火山地震的板塊、東西方兼容的文化。

二、培養學生讀圖、填圖、畫圖的能力

（一）讀圖

地理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學習身邊的地理”、“學習
生活的地理”，如講 “季風” 時，今日天氣寒冷，澳
門最低氣溫只有 8°C，大潭山氣象站更錄得 7.2°C，

運用地圖和模型提升地理的教學效能
余惠玲

吹着凜冽刺骨的寒風，就是同學們常說的 “食西北
風”，到底西北風為什麼 “又乾又冷”，在課堂上引導
學生讀 “亞洲季風” 圖，分析、理解亞洲的季風氣
候，掀開 “食西北風” 的神秘面紗。

邊讀圖邊講解 ：東亞地區――冬季，東亞盛行來
自蒙古――西伯利亞高壓前緣的偏北風，低溫乾燥，
風力強勁 ；夏季，東亞盛行來自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西
北部的偏南風，高溫、濕潤和多雨。

邊讀圖再進一步理解 ：南亞地區――夏季隨着太
陽直射點移動到北半球，東南信風會越過赤道進入北半
球，並向右偏轉成西南季風，影響大致位於北緯 10°
至北回歸線之間的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帶來豐富的降
水。冬季因海陸熱力性質差異形成的亞洲高壓和赤道低
壓之間存在較強的氣壓梯度，帶來乾燥的東北季風。

課堂利用生活中的實例，透過課本的活動引導學
生進行思考，適時認真觀察地圖，深入思考，提出問
題，發現問題，激發學生為解決問題而使用地圖努力
學習，用這樣的方式，將地圖與教材內容進行有效、
合理的運用，使學生對學習內容更加深刻，也讓教師
在課堂中教的輕鬆。

（二）填圖

在學習 “中國的疆域” 一課時，由於地名多、地
名難記、空間複雜，學生往往感到困難，學習效果
自然欠佳，因此在教學中添加了 “填圖” 這一教學環
節，在一張空白的 “中國的疆域及鄰國” 地圖，分層
次、有步驟地進行填圖，首先把中國領土的四至點填

上，明確我國是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再填上十四個
陸上相鄰的國家，由於國家眾多、地名複雜，教師在
課室要進行巡視，適時進行點撥，下一步填出六個與
我國隔海相望的國家，這時，學生對複雜難記的地圖
有了更深入的認知和記憶。再介紹我國的領海範圍、
內海作補充，最後把我國瀕臨的海洋從北向南填上一
次，透過老師 “一步一腳印” 的指導，同學們對我國
“優越的地理位置” 有更明確的理解。

填圖在整個初中地理教學階段尤其重要，填圖能
建立較完整的空間概念、形成空間思維，對學生的課
文理解起着關鍵的作用。本人在多年的教學經驗裡進
行思考、總結和分析，希望在符合基本學力要求下進
一步提高學生讀圖、填圖、畫圖、思考、分析等的綜
合能力，讓學生在初中階段打下扎實的基礎，為高中
的學習作充份的準備。

（三）畫圖

比起填圖，動手畫地圖對鞏固知識的效果會更
好、但同時對學生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因此，高中年
級的同學在初中已經歷了長時間的填圖訓練，就能夠
在高中學習階段基本脫離了填圖，而進入到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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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畫地圖” 層次。
從畫地圖的過程中，學生更能理解 “水循環的過

程和意義”，更能把水循環的主要環節 ：蒸發、植物
蒸騰、水汽輸送、降水、地表徑流、下滲、地下徑流
等一一回憶。學生透過先讀圖、再畫圖，運用知識遷
移的能力把水循環的知識點牢牢記住，為往後學習的
“岩石圈物質循環” 奠定了基礎，同時還培養了學生

的觀察分析能力，發展形象思維能力，體現教學的直
觀性原則。

“洋流的分佈” 一直都是教學中的難點，洋流多、
名字複雜，牽涉到季風、氣候、生物分佈、航海事業、
海洋環境等多方面，如果不利用多元化、多手段進行
教學，學生往往會感到 “束手無策”。課堂上除了課本
的讀圖、課堂的視頻等，更需要學生課後動手，把 “世
界海洋表層洋流的分佈” 圖仔細地畫一次，甚至畫第二
次、第三次，從而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地理空間思維
能力。透過長期的畫圖訓練，學生不但提高了地理科的
學習，甚至在書法、藝術都會有一定的進步。

三、利用地球的模型―― “地球儀” 提升學習興趣

學校的教室裡都放有一個 “地球儀”，供同學們課
後可以隨時學習。課本的文字或許枯燥的，但世界一
定是多彩的。地球儀可以幫助學生開發形象思維，增
加學習的樂趣。與閱讀文字書籍相比，地球儀通過文
字、圖形、線條、色彩能夠傳遞更加直觀、更加感性
的知識和信息。同時由於地球儀的圖案生動有趣，又
有文字做注釋，更能夠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活動 ：自己動手製作簡易地球儀。為了讓學生
對 “地球儀”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在課堂開
展製作簡易地球儀的探究活動，教師指導學生購買
材料、並解釋制作的步驟和流程。

四、制作模型培養學生小組合作與探究的能力

“地形圖的判讀” 與 “地圖的閱讀” 內容緊密聯
繫，旨在共同培養學生閱讀和使用地圖的能力。從
學生能力上看，學生從閱讀平面地圖過渡到通過地
形圖判讀地形、地勢，形成空間概念，以達到較高
的能力要求。在 “等高線地形圖” 上識別山峰、山
脊、山谷，判讀坡的陡緩 ；估算海拔與相對高度 ；
在地形圖上識別五種主要的地形類型，這些都是教
學中的難點，學生在判斷坡度陡緩和等高線地形圖
上不同的山體部位判斷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困難，為
了突破難點，除了常用的讀圖、畫圖以外，還可以
制作等高線模型，學生透過小組制作，進一步培養
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小組合作的探究能力，令 “地形
圖的判讀” 在教與學上增加了層次。

五、結語

培養學生運用地圖和模型的能力，就是培養學
生的地理能力。所以，地圖和模型已經成為地理教
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地理教師，應
立足教材充分利用有關地圖和模型組織教學，發掘
地圖和模型在教學中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既
提高教學質量又提升地理教學效能的效果，促進地
理學科教與學的百花齊放。

《新編中國語文中五（下）》裡面有一個宋詞單
元，目錄如下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李清照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辛棄疾《青玉案·元
夕》、姜夔《揚州慢》；另有校本補充篇章李煜《破
陣子》（四十年來家國）、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
打葉聲）、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辛棄疾《南
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如果按照上述目次來講授，那麼詞和詞之間似
乎缺乏一種聯繫，東一槍西一炮，不僅老師講起來
費勁，學生也學得零碎，不容易對宋詞的發展脈絡有
清晰的認識進而構建起知識系統。在課時有限的情況
下，怎樣更高效、更清晰地講授宋詞單元呢？筆者認
為，應按照詞的起源、發展和演進，對宋詞單元教學
篇目的次序做一個調整，先 “婉約”，再 “豪放”。先
從詞的起源、發展和特質講起。    

宋詞之 “詞”，本來並無深意，只是歌詞的意思，
屬於民間流行音樂，產生於唐代，流行於中唐以後。
最初的詞，配合當時新興的音樂，歌唱市井大眾的喜
怒哀樂，唯美而藝術，與政治倫理教化並無多大的關
係。

唐朝時，國力空前強大，朝廷在文化上採取 “兼
收並蓄” 的政策，絲綢之路更是為中國與各國文化的
交流開啟了方便之門，中外音樂間的交流達到了空前
的高度，無論是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還是樂器、樂
學理論和舞蹈創作等，都碰撞出無數耀眼的火花，中
國傳統音樂的發展進入了黃金期，唐代的中國更是成
為亞洲各國音樂文化交流的中心。無論是在樂制、樂器
還是創作上，外來音樂給隋唐時期的音樂注入了新的生
命力，使之更富生機與活力。彼時，中國舊有的音樂
融匯了外來的音樂（以西涼樂和龜茲樂為代表），形成
了一種新興的音樂，在民間音樂創作方面，主要表現在
“變文” 和 “曲子” 兩種音樂形式上。宋詞之 “詞”，

最早就是配合 “曲子” 的歌詞，所謂 “曲子詞” 是也。

這種曲子，音調優美，朗朗上口，一經流入市井民
間、歌樓伎館，便風行一時，後來文人士大夫們覺
得歌詞過於俚俗，乾脆自己著手來填詞了。這種新
穎的長短句歌詞，經民間歌手、樂工的加工、定
型，逐漸發展起來。《敦煌歌辭總編》共收入唐、五
代曲子詞約 1300 多首，可見其盛。

關於詞的起源，我國著名的詞學專家葉嘉瑩
先生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84 年第 6 期）的
《論詞之起源》裡面也談得很詳細。她認為，一般
衡量文學作品，有兩個不同的標準 ：有的人喜歡用
道德和政治的尺寸來衡量文學作品，有的人喜歡用
美學的、藝術的價值觀念來衡量文學作品。而在中
國韻文的各類文學體式之中，散文有 “文以載道”
的傳統，詩則有 “詩教” : “詩言志” 是也，“溫柔
敦厚” 是也，“興觀群怨” 是也。數千年來，詩者志
之所之，詩如是，文同理，皆重視它的思想內容、
倫理價值及道德教化方面的功用。詞則不然，它在
中國的文學傳統、在中國的文學體式之中屬於一種
非常微妙、非常特殊的文學體式，它突破了中國傳
統的載道言志的觀念，擺脫了倫理道德的束縛，遠
離了文人士大夫的 “政治” 疆域，寫美女跟愛情，
寫 “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清代張惠
言《詞選·序》），表現那些德行高尚、志向遠大的
賢人君子內心最隱約最深曲的怨悱和感動，總而言
之，是與 “天下為公” 之 “公” 相對的，甚至乎難
登大雅之堂亦不足為外人道的私人的、隱秘的、幽
微的感情。從晚唐五代開始，詞的主題不離男歡女
愛、閨閣亭台，詞的風格細膩婉約。因此說，詞的
正宗，詞的正體，是婉約詞。

婉約詞之 “婉約” 風韻，在《花間集》裡，有
集中的體現。這個詞集的名稱，本身就給人以美好
的遐想。花，可以是 “池上海棠梨，雨晴紅滿枝”、
“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 的自然之花，如

關於宋詞單元教學的一點思考
鄭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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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也”，有 “釋迦、基督擔荷人
類罪惡” 的意思，都是十分中肯的。晚唐五代詞人
把原本淫靡、空洞、膚淺的小詞，推向了更為廣大
的境界，開始表達人類豐富、精微的、細緻、深沉
的感受，產生了強大的感發力量，堂廡特大。

詞的第二次發展演進，發生在北宋初，推手是
柳永。他將自己浪漫恣任的性格和文學音樂的才能
結合起來，首次以專業詞人的身份大力創作慢詞長
調（此處應注意，慢詞長調是中晚唐以來就流行在
社會上的、配合外來新樂歌唱的里巷俗曲，並非柳
永所創），擺脫了傳統小詞 “春閨善懷” 的主題，加
入 “秋士易感”（包括相思別離、遊子客居及羈旅
行役等） 的旋律，從內容（主題）、形式（從篇幅
短小的小令到篇幅較長的慢詞長調）和意境（從狹
窄到高遠）三方面為詞開拓出一片全新的開闊的天
地，鋪陳出更為高遠的景色和氣象，特別是他一些
“不減唐人高處” 的詞句 1 ，對後來的詞人（比如

蘇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只可惜柳永混跡於烟花
而專事於詞，終爲士林所棄，為後世留下了 “奉旨
填詞”、“白衣卿相” 的典故。

詞的第三次發展演進，便是在蘇軾手中達到高
峰的 “詞的詩化”。蘇軾是一位 “創新” 型的全能天
才藝術家，他的主要 “創舉” 之一是給原本只有詞
牌的小詞加上題目，點明旨意 ；之二是完全拋開兒
女情長，盡情書寫文人志士的逸懷浩氣（胡寅《酒
邊詞·序》: “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
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是為豪放詞。

豪放詞的代表，北宋有蘇軾，南宋有辛棄疾，
二者並稱 “蘇辛”，是為豪放派。豪放作為文學風
格， 早 見 於 司 空 圖《 二 十 四 詩 品 》， 清 代 楊 廷 芝

1　（宋）趙令時《侯鯖錄》：“東坡云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

《八聲甘州》‘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

唐人高處。” “不減唐人高處” 意即柳永 ‘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

照當樓’ 句的境界不輸最具特色及代表性、以氣象取勝的盛唐詩。

這段話廣泛見於當時宋人各筆記詩話，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佚名《復齋漫錄》，吳曾《能改齋漫錄》等。不過吳曾的記錄略有

不同，說這段話出自東坡好友晁無咎之口吳曾（見《能改齋漫錄》

卷一六）。此說亦見於後世明清學者論詞著作，如明代著名學者楊慎

《詞品》。

“杏花含露團香雪”、“萬枝香雪開已徧，細雨雙燕”
的杏花、“滿宮明月梨花白” 的梨花、“雨晴夜合玲瓏
日” 的合歡花、“何處杜鵑啼不歇，艷紅開盡如血”
的杜鵑花 ；可以是 “小船搖漾入花裡”、“轉盼如波
眼，娉婷似柳腰，花裡暗相招” 的 “花間” 事 ；更可
以是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霞帔雲髮，鈿鏡
仙容似雪” 的美人花。善長笛的後蜀中書舍人、武德
軍節度判官歐陽炯在詞集的序文中描述了演唱時的情
景 ：“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
錦 ；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絶之辭，用
助嬌嬈之態。” 當時的詩客文士填好了歌詞，在花間
月下、歌筵酒席之上交給美麗的妙齡歌女去演唱。這
些歌詞，為了配合筵席的場合和歌唱的美人，往往以
古代貴族女性的生活和愛情為題材，書寫愛情美人、
深閨相思或傷春怨別，風格柔婉細膩，屬於沒有個
性的艷詞，所謂 “言之不文”、“秀而不實” 是也。一
直到了西元十世紀（西元九〇四年），晚唐五代十國
時期後蜀趙崇祚集 18 位詩客曲子詞（大半是小令）
五百首，編成了這部中國最早的文人詩客詞集——
《花間集》。

詞的第一次發展演進，發生在晚唐五代，代表詞
人有溫庭筠、韋莊、馮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及南唐後
主李煜。中學語文課本只選了李煜的作品，有《虞美
人》及《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課時允許的話，
教師亦會另外補充《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及溫
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李煜是一個天
才的敏感型詞人，他雖然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對社會人生現實並沒有很豐富的閱歷和體
驗，卻擁有一顆極其敏銳、真摯、深情而富於感性的
心靈。王國維說這樣的主觀型的詩人，與 “不可不多
閱世” 的客觀型詩人不同，可 “不必多閱世”，只要
一顆石頭投入水池中心，哪怕只是 “風乍起”，只要
觸動了他的內心，水波自然會一圈一圈地向外擴散而
去。對於李煜來講，他經歷了亡國之痛，這切膚之痛
一下子擊中了他敏銳善感的內心，擴散出無比深沉又
悠遠的意境，葉嘉瑩說他雖然寫的是個人的悲哀，但
是把 “所有生的生命的悲哀” 都表達出來了，因此是
“開闊博大” 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也說 “後

第三篇，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以兩篇婉約詞
作為宋詞單元的開篇，介紹詞之正體 ；且二者題材
相近，都包含愛情、離別等人類共同情感，學生容易
有情感共鳴。相較而言，《雨霖鈴》的篇幅更長，境
界更為闊大，情感更為豐富，層次更為複雜，雖然年
代較《一剪梅》早，仍宜將其放在第二篇。

第 四 篇， 姜 夔《 揚 州 慢 》； 第 五 篇， 辛 棄 疾
《青玉案·元夕》。二者在主題上有相通之處，都書
寫家國。古今詞論家無數，一般認為李清照、周邦
彥、姜夔才是真正的詞人。李清照讀王安石詞，總
是 “絕倒”（笑倒）。蘇軾的詞，她認為是詩而不是
詞，是句子長短不一的詩罷了。之所以這麼認為，
蓋因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
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以詩為詞”、“以文為詞”，都不是真正的詞，屬

於詞的變體（具體參見王國維《人間詞話》相關論
述）。 

第六篇和第七篇，蘇詞二首 ：《念奴嬌·赤壁懷
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第八篇，辛棄疾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以上三篇均為豪放
詞。

最後，在宋詞的教學過程中，若能中英互參，
或許能夠給予學生以新鮮的感覺，觸發審美的聯
想。比如晚唐五代的《花間集》，因為司空見慣，學
生心中大多產生不了甚麼漣漪。倘若換一個新鮮的
角度，以 The Collection of Songs Among The Flowers
為切入點，相信會更容易觸發學生心靈的感動 ：他
可能會感到一陣香風襲來，也可能會聯想到一位妙
齡美人玉立在花叢中低吟淺唱，月如鉤，是離愁，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進而發出感歎——《花間
集》是多麼美麗的名字啊！在此基礎上，再將 Bells 
Ringing in the Rain（雨霖鈴），Butterflies in Love with 
Flowers（蝶戀花），Charm of a Maiden Singer（念奴
嬌），Sand-Sifting Waves（浪淘沙），Spring in Painted 
Hall（畫堂春）等詞牌介紹給學生，相信會給課堂
帶來全新的感覺。

《二十四詩品淺解》將其解釋為 “豪邁放縱”，“豪則
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我”，可見其不受拘
束，氣度超拔。籠統而言，“豪放” 是與 “婉約” 相
對立的，婉約為詞之正宗，豪放為詞之別調。但是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往往又會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 ：
一、豪放詞人會作婉約詞（蘇軾《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婉

約詞人也會作豪放詞（李清照《漁家傲》：“九萬里風
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二、豪放
詞裡有婉約句，婉約詞裡也會有豪放句。如何看待豪
放 “山河” 裡的婉約 “風景” 呢？

蓋因倘若僅僅是慷慨陳詞一番，“豪放” 是 “豪
放” 了，但不能算是好詞，最多只能算是 “動聽的口
號”。葉嘉瑩說，真正的好詞都是有一份委婉曲折、
含蓄蘊藉之美的詞。因此，在講授豪放詞的時候，不
要只看到他的 “豪放” 之處，一味只欣賞他的 “豪
放” 精神而丟掉其作為 “詞” 的本質特徵。豪放詞的
教學，重點仍應落到 “詞” 上，要越過它的 “豪放”
外表，將它內在所蘊含的 “委婉曲折、含蓄蘊藉” 的
風韻細細剖析展現，方顯其妙。課文所選蘇辛詞特
別是辛詞雖然外表 “豪放”、氣象萬千，與 “綺羅香
澤”、“剪紅刻翠”（ “紅” “翠” 借代女性及衣飾妝
容等相關描寫，“剪” “刻” 即細膩的刻畫描寫）的婉
約詞章大不相同，但是他們在抒寫自己懷抱志向的豪
放之中寄託了一種很深沉的婉約的情致，這其中尤以
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為甚。劉克莊在《辛稼軒
集·序》中談道 “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鏑，橫絕
六合，掃空萬古。其穠纖綿密者，直不在小晏秦郎之
下”，說的就是辛詞的多面性，豪放中又有婉約，慷
慨激昂博大中又有含蓄細膩纏綿。辛詞之所以能夠達
到詞的最高成就，正是因為達到了詞的藝術要求，
外 “豪放” 而內 “婉約”。因此，可以考慮將《青玉
案·元夕》安排在 “婉約” 詞教學與 “豪放” 詞教學
的銜接處。

綜合以上考慮，宋詞單元的教學順序可重新安排
如下 ：

第一篇，李煜《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
第二篇，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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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庚子之春延蔓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給我們的生
活、工作、學習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澳門的小朋友
們也因此經歷了兩次停學宅家。特殊時期的生活經
歷讓小朋友們從中獲得了許多 “別樣” 的經驗。這
些 “別樣” 的經驗恰似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
所說的 “遭遇”，恰恰賦予了幼稚園開展教育活動
新的可能和契機。為此，在 2021 年 12 月 4 日、11
日舉辦的 “生命教育主題” 工作坊中，與廣大的澳
門幼教工作者一道以 “不一樣的澳門” 為題，在分
析孩子們疫情期間獲得的 “別樣” 經驗與獨特興趣
關注點的基礎上，連結《澳門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
求》，挖掘與整合這些 “別樣” 經驗中蘊含的豐富價
值，探索實踐、總結經驗，實現園所愛心助力，守
望相助。

關鍵字 ：

不一樣的澳門 ；別樣經驗活動·體驗體系 ；
布朗芬布倫納生態系統理論  

正文 ：
庚子之春延蔓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以令人瞠

目的速度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給我們的生活、工
作、學習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在這場
災難中進一步認識生命，人究竟應該怎樣與世界和
諧相處？什麼樣的教育才真正有益於生命的健康成
長？這不能不引發我們作為教育者的思考。

這場疫情毫無例外地給澳門孩子們的生活帶來
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先後兩次的停學宅家經歷，孩

子們也獲得了許多 “別樣” 的經驗。這些 “別樣”
的經驗恰似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所說的 “遭
遇”，恰恰賦予了幼稚園開展教育活動新的可能和
契機。為此，在工作坊中，老師們在分析孩子們疫
情期間獲得的 “別樣” 經驗與獨特興趣關注點的基
礎上，連結《澳門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挖掘
與整合這些 “別樣” 經驗中蘊含的豐富價值，積極
參與幼稚園生命教育主題活動的建構，實現園所愛
心助力，守望相助。

一、 基於活動 • 體驗理念的頂層邏輯

作為幼稚園課程的一部分，參加工作坊的一百
多位老師們達成共識 ：“不一樣澳門” 之生命教育
主題活動的取材應該來源於孩子們這次疫情期間
的所見所聞所感所受，素材真實新鮮，緊扣時代熱
點。在工作坊中，老師們圍繞幼兒的元經驗，充
分結合陶行知 “生活教育” 理念、立足兒童、教師
（專家）、家長（社區）三大支點，運用內容、形
式、方法三大元素進行原創設計、邏輯建構、經

 不一樣的澳門 ——“後疫情時代幼稚
園生命教育主題活動建構”工作坊回眸

趙雪梅

達，從中產生積極情緒。
大班幼兒則拓展到瞭解群體免疫與健康的重要

性，特別是能主動將澳門特有地域文化與疫情時代
生命教育結合。教師設計展示的《舞醉龍》活動，
將舞龍體育活動、祈福文化底蘊深層融合，充分表
達了澳門人民期盼疫情早日散去，生活早日恢復正
常，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的核心思想。而這正是
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所在。

科學認知方面 ：小班重在激發 “好奇心與探究
興趣”，中班重在 “積極主動地探究”，大班則重在
“感知和理解生命、生活、生態之間的內在聯繫”

從而建構不同的適齡核心經驗。
小班注重對病毒的感受與想法的自主表達，比

如老師設計的活動《病毒走開》，讓幼兒充分運用
多種方式表達對病毒感知的獨特理解。

中班注重以此病毒為載體，積累和獲取一些科
學知識，萌發探究興趣，比如《洗手實驗》、《清潔
用品大比拼》、《肥皂水的魔力》通過瞭解相關知
識，獲得相關的歸類、比較等探究能力。

大班則注重感受人類與病毒之間的關係，比如
《澳門消費嘉年華（留澳）》，《建構澳門城》等，
通過這些活動，孩子可以初步瞭解人們的生活與自
然環境的密切關係，更好地體會尊重和珍惜生命，
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社會情感方面 ：主要涉及 “感受關心與同情，
尊重他人”，並在積極健康的人際關係中 “獲得安
全感和信任感”。

小班幼兒更多聚焦於自身感受，體會關心和愛
護，比如《出示健康碼》，《保持一米距離》從中能
夠學習到後疫情時期社會活動與交往的基本要求，
感受到家人、社會各界對自己的保護與愛護，從而
保持入園的積極樂觀心態。

中班幼兒則會拓展至比較熟悉並且關係密切的
醫護人員以及身邊可以看到與感知到的志願者、社
區服務人員等，通過表達感謝、自我實踐的方式，
表達對醫護人員或志願者的尊重、關愛和感恩，
比如《了不起的戰士》、《我們身邊的抗疫英雄》等
活動，可以幫助幼兒瞭解身邊的這些人在這場戰

驗拓展與困惑回應。從內容上活化布朗芬布倫納生
態系統理論，深化了幼兒與自己、與周圍、與大自
然、與大社會的連結，從形式上豐富了幼兒對時代
發展的兒童視角表達，從方法上拓展了教育活動與
周圍資源的融合共用。在全面均衡、多姿多彩的活
動體驗中開展幼兒健康防護，豐富幼兒生活經驗，
支持幼兒興趣學習，促進幼兒全面而富有個性地成
長。

二、立於身心健康、科學認知、社會情感的發

展需要

立足兒童視角，從 “身心健康、科學認知、社
會情感” 三個主要方面連結不同年齡段幼兒的真實
經驗和發展需要，進而挖掘與實現相關教育價值是
這次工作坊老師們參與幼稚園生命教育主題活動建
構的主要特點。

參加工作坊的老師們能有意識地關注與體現
小、中、大不同年齡段的差異性與梯度性。總體
看，“不一樣澳門 • 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在小、中、
大三個年齡段均不同程度地涉及 “身心健康、科學
認知、社會情感” 三方面，但不同年齡段的側重點
會有所不同。

各年齡段教育目標的解析與說明。
身心健康方面 ：主要涉及 “關注幼兒樂觀積極

的情緒狀態”，降低幼兒的恐懼 ；“注重培養幼兒良
好的生活與衛生習慣”，如學會正確的洗手方法，學
習戴口罩，養成健康的生活作息與良好衛生習慣，
增強自我保護能力。

小班幼兒主要是在成人安撫下，能保持比較穩
定的情緒，能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並願意接受疾
病防護的一些措施等。比如老師們設計的活動《病
毒退散歌》，在日常生活和遊戲中感受講衛生、戴口
罩、做運動的好處，體會養成好習慣的必要，同時
在成人安撫下，能保持不害怕的情緒。

中班幼兒主要是能通過積極鍛煉、健康飲食等
增強體質，擁有健康的生活習慣。比如老師們設計
的活動《打敗病毒我最行》，首先瞭解健康與防疫，
進而願意養成健康生活習慣，面對疫情願意分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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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中的各種付出，產生對這些人的尊重與感恩之
情，進而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這些人的認識與愛。

（3）大班幼兒則實現由家人到抗疫英雄再到區
域城市的多維度與銜接，比如《澳門的節日》、《中
葡共榮 你我友好》重在引導幼兒思辨疫情之下友愛
幫扶，這些行為和實例背後的文化意義，萌發 “熱
愛家鄉熱愛祖國” 的積極情感。

三、成於立足個人向周圍不斷拓展縱深的主題

活動生態

老師們在積極參與 “生命教育主題” 工作坊的

新冠疫情的陰霾終究會散去，但生命教育卻是永
恆的話題。兩次工作坊只是我和澳門老師一道關於生
命教育如何開展的一個嘗試，未來我們將持續深入，
不斷豐富幼稚園生命教育內涵，與小朋友們一起認識
生命之真，踐行生命之善，創造生命之美！

過程中，圍繞 “不一樣澳門” 內容組織與資源整理
靈活吸收應用了布朗芬布倫納生態系統理論。對接
《澳門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以健康與體育、
語言、數學與科學、個人社會與人文、藝術五個領
域為經，沿着我與自己、我與周圍、我與大自然大
社會的結構網路為緯，在不到四個小時的工作坊探
討中，形成了完整的清晰的生命教育主題網路圖。
與此同時，老師們就構建的生命教育主題活動如何
落地，資源如何製作、使用、共用展開了積極成效
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一站式、混合式、分齡式和眾
籌式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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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高三學生上複習課，以往的做法大

抵是學生做題，老師講解，之後你訂正，

我批改。學習模式單一，只滿足於題海戰

術（其實題目不多，頂多也就是 “題湖”

戰術 ），而缺乏理論指導。近年，採用自

主、合作學習的方式，學生課上講題，教

師相機點撥，課堂效率有所提升。然而，

如何讓複習變得更有意思，卻值得摸索。

今年，我嘗試在複習課中引入遊戲、

故事，意在激趣。譬如，在複習成語時，

設計 “看圖猜成語” “成語之最” 的競猜

環節，學生躍躍欲試，爭相搶答。又如，

在複習標點符號時，引入富翁與教書先生

的故事，課堂氣氛為之活躍起來。不過，

激趣是暫時的，學生關鍵還是要把握知識

點的規律。去年，我堅持讓學生做思維

導圖，每個專題用不同的結構圖梳理語法

知識。今年，考慮到學生課業負擔重，個

別同學有抄襲的現象，我取消了這種做法

（除了文學常識）。吳泓老師說過，思維

導圖花里胡哨，適合初中生，高中生還是

用表格梳理好。在複習文學常識時，我讓

學生用表格法梳理，而不再用魚骨圖。不

過，為了避免抄襲，課上還是適當提供範

例，讓學生課後去梳理為妥。

往年，我們給學生訂購了《語文基礎

知識手冊》，該書挺實用的，可惜用得不

多。今年，為了發展思維，我讓學生在做

題時參照該書進行探究。譬如，在複習病

句時，學生要由表及裡地指出病句類型。

病句若是屬於成分殘缺，是缺主語、謂

語、賓語，還是介詞，學生要說清楚 ；病

句若是屬於表意不明，是對象不明、指代

不明，還是歧義現象，學生要說明白。而

在複習古今異義詞時，學生除了要指出該

詞的古今義，還要辨別它是詞義擴大、縮

小、轉移，還是感情色彩變化。其他專題

複習，做法大抵如此，雖然這超出了學生

的理解力，講起來也較費勁，但我認為這

種做法紮實，有利於激發學生往語法深處

思考，進而更好地培養語感，把握語理。 

我時常跟學生講，其實複習不僅僅是

為了考試，更重要的是為了將來運用，起

碼在說話和寫作時，避免犯顯而易見的錯

誤。就如語法複習，雖然枯燥，但是學了

以後終生受用。故此，我喜歡在課堂上結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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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習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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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事新聞，樹立學生學語文、用語文的意識。

譬如，在複習文學常識時，給學生講某位知名

歌星居然想跟岳飛約歌詞的笑話 ；在複習拼音

時，給學生講北大校長念錯 “鴻鵠之志” 的難堪

之事 ；在複習病句時，讓學生對着某位女星寫

的微博聲明找語病……雖然學生將來未必會成為

什麼名人、明星，但對語文常識的無知，無疑是

會降低個人的信度。起碼到了大學，不管文科、

理科，閱讀和寫作是少不了的。未來在工作上，

隨時要跟人打交道，文書工作也難免是要面對。

而成家立業後，沒有一點語文基礎，將來教育孩

子也成問題。

有時，我也會將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擺在學生

面前，激活一下他們的思辨意識。學生喜歡這種

挑戰，求知熱情瞬間就被點燃。在複習短語時，

我想起《澳門日報》副刊曾有兩位作者發過爭鳴

文章，主要是針對海關的提醒用語 “小心跌倒”

進行探討。於是，我便讓學生探討該詞的短語類

型，學生各抒己見。當時未下定論，事後請教同

行，他們一致認為是 “動賓短語”，而且還有論

文佐證。於是，我不忘跟學生追加解釋。又如，

在複習修辭手法時，“然而圓規很不平” 中的 “圓

規” 究竟是借喻還是借代，大家說法不一。我

便上知網查閱相關論文，傾向於教材的 “借代”

說，因為 “圓規” 是藉以描寫楊二嫂行為、神態

時的代稱，類似 “綽號”。 這兩例若是照搬語法

分析的方法，只看抽象的結構形式，而不考慮語

意和語境，是很容易分辨不清的。討論這種問

題，學生還是饒有興趣。

複習語文基礎知識，基本是講現代漢語和古

代漢語，重在辨析，少有運用。因此，嘗試讓學

生去運用，也是挺有趣味的事。譬如，在複習漢

字時，讓學生上網去查找自己名字所屬的造字方

法 ；在複習複句時，讓學生用關聯詞造幽默的

語句 ；在複習修辭手法時，讓學生比賽用 “月

亮” 造出最多的語句，並做點評。期間，有

學生意外地在黑板上寫出一句 “今晚的月色真

美”，說是 “婉曲”。經解釋後，大家這才長了見

識，原來這是日本的情話，意思是 “我愛你”。

由此可見，放手讓學生去做點創造性的事，課

堂隨時會有不期而遇的精彩。

當然，複習關鍵還是要靠學生自我突破、

自我落實。與其想法設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不如指引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在彌補短板的過

程中，完善自我。我曾跟學生分享過武志紅

老師的高考複習攻略——《如何一年圓北大

夢》，其中提到 “自我實現的預言” “整體大於

局部之合” “挫折商” 等心理學概念，認為學生

應該站在考官的角度看考試，從整體觀的角度

看高三，這些建議對學生頗有啟發。還記得開

學初，我將學生在高二時的測驗、考試成績提

取出來，並作統計，私下找後進生談話，給他

們提建議，他們在第一段考試中均有明顯的進

步，這算是應了武老師的 “突破一點，改變預

言”。其實，複習方法只是小技，自強意識才是

大道。學生若是失去志氣，在保送成功後變得

懶散，退步也就可想而知。

總之，給高三學生上復習課，追求不一樣

的方法，但本質上，用意是一樣的 ：無非是想

激發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學習，尤其是面對枯燥

抽象的漢語知識時。最近，讀了有關解讀語文

新課標的書，我對於語言的積累、梳理和探究

有了新的體會，希望有機會能在教學中嘗試，

讓複習課來得更有成效。

觸
摸
冬
日
的
風
景

─
─

與
二
年
級
學
生
一
起
探
究
「
用
乘
法
算
除
法
」

十二月份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我再

次走進了駐校學校的課室，與二年級的

孩子們一起探究 “用乘法算除法”。

這部分內容安排在除法意義學習之

後。相較於人教版教材的 “兩段式” 編

排，澳門這個版本的教材對於 “求商”

這部分內容的編排要相對更集中一些，

給出的課題也很直接—— “用乘法算除

法”，將 “求商” 和 “直式計算” 集中編

排在一個章節裡。

本章節教材安排了六道例題，前面

兩道例題引導學生利用口訣結合乘法算

式求商，後面四道例題，教學直式計算

以及用除法知識解決問題。應該說，這

樣的編排比較緊湊，對學生求商技能的

要求也更高。

    與科任教師溝通班級學生的學習情

况之後，我結合教材編排和實際的教學

需要，將本節課的教學重點放在 “圍繞

口訣求商，指導直式計算” 上，着重引

導學生經歷用口訣求商的過程，進而能

熟練地利用口訣求商。由於學生是第一

次接觸 “直式”，因此，對於 “直式”

的學習和掌握並不熟練。我的教學定位

是在利用口訣求商的基礎上，能用 “直

式” 表示求商的過程，掌握 “直式” 的

書寫格式。

教學從熟悉乘法口訣開始。為充分

瞭解孩子們對乘法口訣的掌握情况，我

有層次地安排了三組題目。首先是看

乘法算式想合適的口訣進行計算 ；給

出的大多是前段的、數值比較小的口

訣。孩子們的熱情很高，看算式直接

就回答出了得數。我也很是欣慰，因

為孩子們對乘法計算的熟悉程度也必

將為即將學習的用口訣求商提供有力

的支撑。隨後是引導他們想口訣並填

空。孩子們也是踴躍地跟着節奏，積

極思考與參與！有了前面兩個環節的

鋪墊，孩子們的學習積極性被充分調

動，課堂上的學習氣氛活躍。我提高

難度，通過簡報出示數據，引導他們

看到算式直接說出相應的口訣。同一

組數字，可能有好幾句口訣，孩子們

的思維打開了，窺見到數學思考的美

麗，激動之情難以言表，紛紛說出自

己想出的乘法口訣！對學生的精彩表

現，我不由得為他們竪起了大拇指，

也 鼓 勵 孩 子 們 為 自 己 的 精 彩 表 現 鼓

掌！

複習是一次溫故引新，也是一種心

靈的相識！孩子們純真的天性在數學

的天地裡自然地釋放，盡情地舒展！

課堂成了孩子們思維馳騁的歡樂場！

“馬上就是新年了，博愛學校的二

年級學生正在裝扮課室。通過畫面，

你能發現哪些信息？” 我開始新課教

學， 引 導 孩 子 們 探 求 口 訣 求 商 的 方

法。孩子們凝神觀察，很快發現了信

息，我順勢引導他們思考 ：能提出什

麽樣的數學問題？怎樣解答？為什麽

要用除法計算？孩子們頭頭是道地表

述，讓我感覺到他們基礎扎實、訓練

有素。

“想一想商是多少？需要用學具分

一分嗎？” 我引導孩子們思考求商的

袁
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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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孩子們很快通過乘法算式發現了除法的

商。“這道乘法算式與除法算式有什麽聯繫？它

們都用到了哪一句口訣？” 我進一步追問。孩

子們在追問中不斷地梳理與發現，獲得了用口

訣求商的一般規律 ：通過乘法算式，可以用除

數和幾相乘等於被除數 ；也可以通過口訣直接

求商，看除數是幾，就找幾的乘法口訣。

“你們還能通過其他的方法找到商嗎？” 話

音還沒有落下，一時間，小手如林 ，孩子們爭

先恐後的回答 ：可以通過加法，也可以通過減

法來找商。“說說你們是怎樣想的？” 在我的追

問中，孩子們感受到算法多樣化的美妙！

“比較這些方法，你有什麽話想說的呢？”

我進一步啓發孩子們通過比較進行內化。認識

到加法、減法和除法都有密切的聯繫，但還是

通過口訣求商比較方便。

怎樣熟練地用口訣來求商？我引導孩子們

進行層次性訓練。孩子們在練習中，進一步鞏

固了根據除數熟練找到相應口訣的技能。之

後，我直接給出算式，請孩子們尽可能快地說

出可以用哪一句口訣求商以及為什麽。孩子們

都在快樂的尋找中體會到學習的樂趣，課堂成

了歡樂的海洋。

“你們知道嗎？加法、減法和乘法都可以用

直式進行計算，那麽，除法也可以用直式進行

計算嗎？” 我提問孩子們。課堂在熱鬧中瞬間

鴉雀無聲，孩子們收放自如，在問題中沉靜下

來。隨後，我介紹了直式中除號的寫法，結合

除法的意義，揭示了除法直式的計算步驟 ：一

改寫（將橫式寫成直式計算的形式），二商（根

據口訣求商，並寫在相應的位置上），三乘（將

除數和商相乘，寫在被除數的下面），四減（將

被除數與積相減）。引導孩子們結合平均分的

意義，理解除法直式中各個部分表示的意義，

明確直式的書寫格式。

下課前，我引導孩子們思考 ：通過這節

課的學習，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麽？計算除法要

注意什麽？孩子們梳理學習過程，積極反思學

習行為，大大方方、侃侃而談。

中午放學的時間，孩子們排隊去飯堂吃

飯，遇見我，一個個揚起笑臉，熱情地揮手打

招呼，很友善地問我從哪裡來？四十分鐘的課

堂教學過程，讓我收穫了滿滿的情誼！

每每與孩子們的交流，總有溫暖在心底涌

現。今天這一次相遇，似乎是觸摸了冬日的風

景，與感動久別重逢！給漸行漸遠的冬天畫一

個圓滿的句號，帶着喜悅向着春天、向着美好

出發！

幼
稚
園
融
合
教
育
的
「
真
、
善
、
美 

」 

現今社會資訊科技發達，人們對於幼

兒發展更是重視，在學前教育上，我們注

重幼兒的身心發展，以幼兒為中心計劃課

程。但是特殊需要的幼兒在身心發展上，

如何尋找適合治療方法及教育需要。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特

殊教育制度第三節個別化教育計劃第二十

條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內容中提到學校需為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的具體需要而制訂的教

育計劃（2020.7）。因此我認為，班級中

若出現特殊需要幼兒，在學習和生活上，

教師的角色應該是支援幼兒，提供他們合

適的學習策略，實施融合教育能夠讓這些

有特殊需要的幼兒以較適切他們的學習方

式，幫助他們成長。以下將分享一個我在

教學路上的案例。

一、注重日常觀察，深入瞭解幼兒，

真正取得家校合力

1. 幼兒行為現狀 

在我任教過的班級中，出現了一位自

閉症的幼兒，他叫小雨 ( 化名 )，是一位

三歲四個月的男孩子，家中排行第二也是

年紀最小。剛踏入幼兒班，對新環境及事

物感到十分有興趣，觀察到他在課室內不

能坐定，到處摸索想找東西玩。然而他沒

有口語能力，還不會說話，偶然會發出

“咿咿呀呀” 的聲音，不懂與人交往，想

要的東西會搶過來。不聽從老師指令，放

書包、拿茶點等。他有少許吞嚥困難，喝

水需要老師協助，午飯只吃白飯，不愛咀

嚼較硬的東西。在學校時間不願意上廁

所。與人沒有眼神接觸交流。

2. 幼兒問題及原因

經過和家長的電話訪問與面對面交流

等，我深入的瞭解到小雨的家庭背景，得

知小雨從小由爺爺照顧，父母是雙職工，

爺爺在家中甚少說話，經常只是給他看電

視。經過專業評估測試後，檢測結果為自

閉症及智能低下。

小雨現在的主要問題包括 ：(1) 語言

發 展 障 礙 ；(2) 社 交 發 展 的 障 礙 ；(3) 有

限、重複性的行為 ；(4) 感覺統合問題等

四個方面，針對這些問題的成因，我認為

與他的原生家庭有極大的關係。首先，家

林
凱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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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小雨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言語交流，這是導

致小雨語言發展遲緩的主因。而且父母工作繁

忙，爺爺很少會帶小雨外出，使小雨在早期很

少與外界交流，無法建立社交行為。亦因為很

少外出，使小雨的肢體動作發展受到阻礙，出

現了感覺統合方面的問題。

為 了 讓 小 雨 能 夠 更 好 的 學 習， 分 別 與 父

母、爺爺等家人進行溝通，為小雨的日常生活

及學習提供一些建議及策略，進一步為家校合

作共同創造有利的條件，支援小雨的成長。

二、善用專業知識，定製個別化學習支援

計劃

由於每位自閉症的兒童都有特別的能力，

困難及學習方法。因此訓練目標和策略必須個

別化，根據小雨的發展階段、獨特能力和需

要，共有以下四項的支援策略。

1. 圖片交換溝通系统訓練 (PECS)

由於小雨還沒有語言能力，導致溝通表達

上出現困難，圖片交換溝通透過六個階段循序

漸進，結構化的教學，教導他利用圖片替代與

他人溝通，從中模仿學習口語表達。( 林心怡，

民 93) 老師制作出一系列關於課堂內圖卡，例

如 ：坐好在椅子上、掛書包、取手冊、取茶

點等等，也會制作一些關於情緒的圖片，教

導他認知自己的情緒且利用圖卡向老師表達。

一開始要多花時間與他理解圖卡並要重覆多次

說明，經過一個月時間他漸掌握到大部分圖片

的內容，也能根據老師出示圖片達到指令。而

老師在每次圖卡的使用也需要配合完整句子結

構以希望達到模仿學習口語表達。觀察他的進

度，老師會適時為他添加新圖卡擴大互動溝通

範圍。在校外，父母也為他安排了每周一次 45

分鐘的語言治療。

2. 社交故事 (Social Story)

藉着小故事，來教導小雨社交技巧及建立

社交認知，他的特徵就是與人溝通出現嚴重困

難，對社交認知缺乏，對他人的感受、信念、

期望、動機意圖等詮釋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以

至未能預計他人的行為，及作出適當的調節及

反應。通過情境教學及描述，角色扮演，教

導他明白和瞭解別人的感受和動機，如何對

此作出相對的行為及回應。(Gray, C, & White, 

A. L.，2003) 。剛開始和他說故事，專注力大

概只有三分鐘，他會表現得厭倦、缺乏專注，

後來制作了一些玩偶，趣味十足，令他興趣大

增，慢慢增長時間。他搶玩具的情況有所改

善，對情緒疏導有改善。

3. 地板時間 (Floor Time)

只 要 有 不 同 的 玩 具 便 可 開 始 “ 地 板 時

間”。可以配合語言訓練及社交行為訓練，老

師利用玩具，如煮飯仔，創設出不同情境，利

用不同語言描述，加強認知，令小雨情感投

入，令他自發產生不同情感並能嘗試表達。亦

可透過他的興趣來營造一個遊戲環境，可以增

加老師和他的互動關係和他的專注度。地板時

間不單在學校，在家中父母也可以和他開展。

透過地板時間，老師和家長能更易接納及瞭解

他的行為和需要，而且在一個安全感的情況

下，發展自我意識，從而打破封閉世界並加強

對各樣事物的認知。幾次的地板時間，已經可

以觀察到小雨漸漸減少有限性行為和固執行

為。

4. 感覺統合 (Sensory Integration) 訓練

很多自閉症兒童有感知的困難，小雨對

感官的刺激反應很極端，有一次他不小心晃動

手期間碰到牆壁，但他的反應尤如斷臂一般痛

苦，經過一番的疏導、解釋，都無法接受。而

他出現的吞嚥困難、害怕旋轉等行為皆是感覺

統合出的問題，由於校內未能有職能治療師配

合，只能有低強度的體育遊戲，如平衡平等，

同時建議媽媽在外為他安排職能治療，可進一

步統整前庭平衡感、筋肉關節的動覺和觸覺。

三、用持之以恆的心，讓特殊需要幼兒遇

見學習之路上的美好

作為一名教師，我經常反思自身，並在教

育路上不忘初心，用真摰的心為幼兒啟迪智

慧，溫暖心靈，除了是通往知識道路上的一盞

明燈，更是幼兒的最佳陪伴者，在他們學習的

路上從不缺席。 

教師在面對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確要有

很大的決心和毅力，他們有着不同的學習需

要，首要條件是教師需要願意充實自己在這方

面的知識，教師需為自身的專業知識不斷的鑽

研，既然是特殊需要的幼兒，我們就需要為其

學習需要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識，以有充分

的支持支援特殊需要幼兒成長。特殊需要幼兒

在學習的路途中，有許多困難時刻，即便教師

已經有個別化的學習計劃，但幼兒也不一定能

夠理解和配合。而且，他們在情緒不穩定時，

也會衍生出行為問題，因此教師應該有意識地

不斷的關愛這些幼兒，給予耐心的引導，建立

師生之間的親密關係，從而提高學習成效。

融合教育在當前已是一種主要的潮流和趨

勢，我們應考量融合教育的精神與內涵，從瞭

解特殊需要的幼兒之後，“真正” 的與家長協

同，取得合力支援幼兒。除此之外，“善用”

專業知識來製定合適的學習計劃，然後不斷用

愛灌溉，使特殊需要幼兒也能在 “美好” 的環

境氛圍中成長，這才是融合教育中真善美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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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各行

各業都受到改革浪潮的衝擊，為求得生存

和發展，就必須努力改造自己、完善自

己。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已指

出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科

教興國” 早成共識，全國各地都將發展教

育、發展科技擺在了議事日程的首席之

上，教育早被提高到優先發展的地位。也

正因為如此，教育所肩負的興國任務就更

為重要了，大家都認識到教育的發展直接

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興衰。

在教育過程中，知識在遷移到學習主

體的個體意識時，依賴着 “教” 與 “學”

的協調合作才能完成。而雙方的協調合作

程度，受着情感這個重要因素的影響 ：

正如教學程中的 “移情效應” , 學生對教

師的感情，直接影響到學生對教師所教科

目的興趣和學習品質，。而這個由教師、

學生和教育教學內容構成的三相溝通的循

環系統，影響着 “移情效應” 的過程和品

質。為了更好地產生 “移情效應”，教師

不但需要把自己的情感投諸學生，而且要

把情感投入到教育教學內容中去。以此為

契機，引導學生把自己的情感也投入到學

習內容中去，通過雙方 “移情效應” 的作

用，改善學習過程，提高教學內容的傳遞

效果和品質。這也就是要求教師的教育教

學行為，不但要講究科學規律，幫助學生

掌握科學方法、提高學習效率的理性思

維，而且要具有改善師生關係、利於師生

溝通交流、提高協調使用知識的情感性特

徵。

一 . 防止學生產生厭學情緒

我想學生最差的學習行為就是 “不學

習” 吧！而這個 “不學習” 往往是人為造成

的。高中數學教學起點高、與初中知識銜

接不順暢已經是我們的共識了。而學生在

入學之前就聽說 “高中數學內容難度大”、

“有的內容不好學”，甚至有的學生到了高

三畢業，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這樣的學

生的畏難心理很嚴重。有時教師恨不得把

所有的知識、所有的題型讓學生見個遍。

學生學習數學知識的分化情況從一開始讀

高三就產生了，部分學生在學習時失去了

學習數學的興趣與信心，進而成為 “學困

生”，導致學生產生厭學情緒。然而，好的

開始等於成功的一半，所以在教學中我們

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讓學生不害怕數學。怎

麼辦呢？那就是先降低門檻，把握難度，

讓學生能學得動、學進去、主動學！

    我們在課堂教學中關注的不是學生在

教師的 “強迫” 下，見了多少難題、練習

了多少題，關鍵是看這些問題是不是學生

自己主動思考過後，通過各種數學學習活

動真正地掌握了。學生主動學習後，掌握

了知識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學生獲得了

怎樣學數學的寶貴經驗，這種經驗靠老師

“灌” 是灌不出來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

教師應該授之以 “漁”，它將在今後解決

千百個問題中發揮作用。

二 . 利用審美情感催化學習內容在學

生個體意識中的內化過程

教育學生必須動之以情，只有當教育

者把教育物件作為 “美” 的事物來看待，

作為一種審美物件來進行研究，才能激發

出教師對學生的審美情感。

教學研究表明，影響學習內容在學習

主體意識中內化過程的有兩大類因素 ：

一 類 是 智 力 因 素 ； 一 類 是 非 智 力 因 素

（包括動機、態度、情感、意志等），它

構成了學習行為的兩大特徵——理智性特

徵和情感性特徵。

    在審美過程中，人的情感作為一種原動

力，激發出人的心理能量，推動審美主體

石 
 

瑋

的 “內化” 和 “外現”。但無論是 “內化” 還是

“外現”，每一個具體過程都滲透着情感因素的

深刻影響。從個體學習活動的心理過程來看，

同審美過程一樣，只要學習主體與學習內容建

立起富有情感性特徵的審美關係，就會增加學

習主體對學習內容的關注力度，強化人的學習

意志，激勵人的學習行為。而學習行為一旦融

入了審美情感這種 “催化劑”，一切將會產生奇

妙的變化，學生會潛移默化地把自己變成一個

審美物件，把自己的理想，把對自身的期望，

塑造成一個審美意象，推動自己朝理想目標發

展。

三 . 教育學生要動之以情

教育專家們指出 ：把教育的基本構成要

素（教育者、教育物件和教育內容）審美物件

化，在教師與學生、教師與教學內容、學生與

學習內容之間建立起一種審美關係，是利用審

美情感改善教學關係和教育過程以及學習過程

的前提條件。它意味着要使教育的基本構成要

素，與 “美” 建立起全面的聯繫，與審美活動

進行全面的結合，從而提高教育活動的品質和

效益。

多年以來，由於多方原因，教育最終都必

須面對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的升學競爭。在

這個激烈的競爭中，必然有 “成功者” 和 “失

敗者”。而升學率和分數又是評價教育的唯一

標準，這就使得許多教師和學生（特別是一些

基礎比較薄弱的學校師生）體驗不到成功感，

因而更進一步影響教學，一種舊的 “學生觀”、

“人才觀” 便形成了。

從現實社會的需求來看，多元化的社會結

構需要各具特色的人才來充實。很顯然，問題

的實質在於用怎樣的觀點和標準來看待這些

“才”。在教育者與教育物件之間建立起一種審

美關係時，便會對 “人才觀” 和 “學生觀” 產生

新的理解和價值認識。教師表現出對學生的感

情和態度的轉變，相應地，學生表現出新的精

神面貌、成為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形象，從而

賦予教育一種新的意義。

教育理論指出，教育學生必須動之以情。

只有當教育者把教育物件作為 “美” 的事物來

看等，作為一種審美物件來進行研究，才能激

發出教師對學生的審美情感。當這種具有強烈

感染功能的情感投射到學生身上，必然會觸動

學生的靈魂。而情感所具有的相互感染功能，

也會在促進師生思想感情的交流的過程中激發

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營造出一種相互激勵的良

性迴環局面。同時，這種相互激勵的良性迴

環，又可通過學生家庭、家長輻射到社會中

去，促進學校社會形象的改變。

四 . 重視學生的實踐操作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掌握知識的

過程是要把整體的認識成果轉化為個體認識的

過程。科學家的認識過程是一種產生新知識的

過程，而學生的認識過程則是一種再生產新知

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實踐操作正是學習

知識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之一。如

果教師能經常為他們創設一個實踐操作的環

境，讓他們自己動手擺弄，這不僅符合學生的

認識規律，也能讓學生通過實踐操作活動加大

接受知識的信息量，使之在探索中對未知世

界有所發現找出規律，逐步形成實踐求知的意

識。

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着重讓學生實踐操

作，使實踐操作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方式。

在教《圓錐曲線》時，我提供給學生足夠

的時間，讓部分學生借助電腦去操作得出圓錐

曲線定義。還有的學生用繩測法，也能測出圓

錐曲線定義的正確性。這些實驗都很簡單，但

對學生起了由實踐出真知的作用。直到他們發

現紙上（或黑板上）用他們發現的方法測量

後，教師再適當點撥，這樣從具體到抽象、從

實物到圖、從親自感知到理性概括，從而使學

生所經歷的疑惑、驚訝、詫異、激奮和掌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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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自覺感，即學生的知、情、意同步發展。

   歸根結底，教師需要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在

教學實踐中，我們要堅持讓學生自主探索，把

學習的主動權還給學生，讓每個學生根據自己

的 體 驗， 用 自 己 的 思 維 方 式， 主 動 地、 自 由

地、開放地去探索、去發現、去創造有關的數

學知識。學生學習知識的過程是主動建構知識

的過程，而不是被動接受外界的刺激。教師無

法代替學生自己的思考，更代替不了幾十個有

差異的學生的思維。學生只有通過 “做數學”

才能使他們親自體驗獲得知識的快樂，領略數

學美的真諦。

五 . 宣導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

所謂合作交流學習方式，是指在學生個體

獨立探索的基礎上，讓學生在小組內或班集體

範圍內充分展示自己的思維方法及過程，相互

討論分析，揭示知識規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途徑，在合作學習中學會相互幫助，實現學習

互補，增強合作精神，提高交流能力。例如在

學 習《 圓 錐 曲 線 》 時， 用 測 量 法 或 PPT 教 學

時，光靠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需要同學之間

的合作，尋求出真理。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的

主體地位會得到尊重，每個學生都能參與進去。

   鼓勵學生大膽猜測。數學猜想，實際上是一

種數學想像，是人的思維在探索數學規律、本

質時的一種策略。它是建立在已有的事實和經

驗基礎上，運用非邏輯手段而得到的一種假

定，是一種合理推理（非邏輯的，也叫似真推

理）。我們要重視猜想這種非邏輯思維的培養，

鼓勵學生大膽猜想，以提高學生的智力素質。   

如何培養學生的猜想能力呢？我們可以盡可能

地加強對知識的鋪墊，營造一個便於獲得直

覺的背景或氛圍，形成 “問題——思考或反思

考——聯想、頓悟——產生猜想——驗證” 的

基本思維模式。在學圓錐曲線定義時與什麼有

關？有怎樣的關係？就是充分讓學生發表自己

的看法、想法。在發表完想法後，再來驗證自

己的猜測，很多學生驚喜的發現自己猜測的正

確與成功。長期訓練，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造

能力就會日積月累，有所提升。

    改善學生學習行為習慣的主要目的是促成

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學生學習數學只能通過親

身的操作活動和主動參與才可能是有效的，而

學習數學有困難的學生問題也大都出現  在教

學工作中，從自身經歷出發，我常常能親身感

受到學生學習行為習慣不好給學生的學習帶來

的嚴重後果。這就是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老

師講授，學生在知識上、方法上都只是被動的

接受、課下完成老師規定的作業，學生的學習

幾乎完全依賴教師。雖然學生嚴格按照教師和

書本的導向去記憶和歸納知識，但是很少有學

生對教師或課本產生質疑，接受和消化教師傳

授的知識幾乎構成了學生學習的全部。久而久

之，學生失去學習的樂趣，而本來就薄弱的基

礎也經不起高中龐雜的知識的 “轟炸”，數學

頭腦也運轉得越來越慢，最終掉進一個惡性循

環裡無法自拔。所以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應

該是改變學生依賴性的學習習慣的起點，而這

個過程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總之，學習數學的方法應該是多樣化的，

操作實踐、自主探索、大膽猜測、合作交流等

活動應成為數學學習的主要方式，當然，質疑

問難、問題解決等學習方式也處於重要地位，

教師還要在教育實踐中時刻寓於關注。

從
《
完
璧
歸
趙
》
中
探
討
我
國
玉
文
化

相信大家一定聽過完璧歸趙這個著名

的成語典故。

話說在公元前 283 年，趙王取得了楚

國的和氏璧，秦昭襄王在聽到這個消息

後，派人遣書趙王，表示願意以十五座城

池交換和氏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等諸位

大臣商議，但最後得不出結論，因為奉璧

予秦國，則害怕得不到城池，不奉璧予秦

國，則害怕被其攻打。

或許您會認為區區一塊璧玉，就別計

較太多，難道送給秦國去換城池不更好

嗎？如果您真的這樣想，就應該要好好瞭

解一下這塊璧玉的來歷，以及瞭解一下我

國的玉器文化！

玉器在我國，從舊石器時代至今已

有 5000 多年的歷史了，它記錄了人類生

活、社會的變遷，比金、銀、銅、鐵器不

知要早多少年。從舊石器時代到奴隸社

會、封建社會，玉器的佩帶代表着人們社

會地位。

而在漫長的玉器文化形成過程當中，

古人們紛紛認為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含

義 ：

1. 萬物主宰說 ：認為玉能代表天地

四方神明以及人間帝王，能夠增進神與人

之間的交流，傳達上天的資訊和意志，是

天地宇宙和人間禍福的主宰。

2. 天地精華說 ：這種觀點認為玉由

天地萬物的精華形成，具有神奇的力量。

3. 辟邪除崇說 ：這種說法認為玉有

超自然的力量。人們隨身佩玉，可以增加

抵邪氣侵襲的能力，因為玉能辟邪除崇，

保障佩玉人的安全和吉祥。

4. 延年益壽說 ：認為玉具有能使人

長壽的功能，人們通過佩玉，食玉等可以

永駐青春。

由上述可知，玉對炎黃子孫來說是十

分寶貴的物品。而且秦王想要的這塊玉更

是天下第一美玉──和氏璧。試問趙王如

何舍得放棄剛從楚國得手的和氏璧呢？而

且秦國歷來的君主在各國之間是最不守信

用者，經常以大欺小。相信和氏璧一旦到

鄭
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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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手上，換城池一事，也馬上會反悔。　

來到這裡，大家可能思考，不是完璧歸趙

嗎？為何此璧原來是來自楚國的呢？和氏璧最

早見載中國東周末年著作《韓非子·和氏第

十三》。楚國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發現一塊外

裹岩石的美玉，他將這塊玉獻給當時的君主楚

厲王，而楚國王室認為和氏貢獻的只是一塊石

頭，欺騙了君王。於是楚厲王下令將和氏左腳

砍去。

之後厲王被弒，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將

該玉獻給他，武王命令玉工鑑定這塊玉石，鑑

定的結果是和氏所貢獻的仍是一塊石頭，結果

和氏右腳也被砍掉。

最後和氏帶着玉石回到楚山，在那裡他慟

哭了三日三夜── “和氏哭璧”。　

不久，又一位新即位的楚國國君楚文王派

人詢問事情的緣由，和氏說 ：“我並非為被砍去

雙腳而傷心，而是因寶玉被認定為頑石、忠臣

卻被認為是騙子！這才是我所傷心啊。”

於是楚文王派工匠除去裹在玉石上的岩

石，這才看到了這塊天下第一寶玉。楚文王

有感卞和其忠，憫卞和其刑，欲封卞和為零陽

侯，卞和辭而不就。於是楚文王將該玉璧命名

為 “和氏”。

《史記》記載和氏璧一直是楚國國寶，楚

威王時期和氏璧被賜予攻滅越國有功的令尹昭

陽，一次昭陽在設宴招待門客時將和氏璧取出

供賓客參觀，此時賓客中有人突發起鬨，並趁

亂偷走了擺在桌上的和氏璧，昭陽的門客稱張

儀是盜走和氏璧的人，張儀在經過昭陽拷打訊

問後被放走，因此張儀在成為秦國相國後曾為

此向楚國展開報復，而和氏璧依舊下落不明、

輾轉來到了趙國。

秦國一直視和氏璧為天地宇宙和人間禍福

的主宰而且具有神奇的力量，加之更有 “得和

氏璧者得天下” 之說，為此，秦國一知道和氏

璧的下落，便來到了趙國，從而發生了《完璧

歸趙》這個歷史故事。

為了一塊璧玉而差點引發戰爭，今天當然

覺得不值得，但在千年以前的我國，卻有不同

看法。《完璧歸趙》結束後，雖然趙國得以暂

时保住和氏璧，但最終秦統一六國，和氏璧還

是來到了秦王手上。

和氏璧到手後，秦王是如何處理這天下第

一寶玉的呢？前 221 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

國後獲得和氏璧，秦始皇將其琢為傳國璽，替

代遺失的 “九鼎” 作為天子的象徵，又命丞相

李斯在和氏璧上寫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八

個蟲鳥篆字，又稱之為 “天子璽”，更從而促

成了日後玉璽文化的出現。

美玉雖然寶貴，但並不在其自身，而是它

的內涵代表了堅韌和純潔。就好比發現和氏璧

的卞和一樣，卞和忠君愛國、纯粹無私、更有

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與美玉一樣純潔。所以要

成為一塊傳世美玉，我們應先向卞和好好學

習！

悠悠的思念，不為人知，帶着青年時

代的感情色彩，或愛或恨，或濃或淡，或

長或短，當你想念着一個人時，便覺在極

深極深的心底有一些莫名的顫動，若隱若

現，欲升還沉，你想緊緊地抓住它們，但

它們稍縱即逝。當你想念劃過你生命的那

些人時，所有的愛憎都蒙上一層淡淡的暈

光，透過暈光你再看他們，愛和憎都化作

一種體驗生命的深廣的欣慰了。

五十年了，相隔半世紀。他叫瓮目，

是我的好朋友。許多轟轟烈烈的大事沒有

留下記憶，許多平平淡淡的小事卻讓人

無法忘懷。我與瓮目同齡，我讀高中一

年級，他才讀小學五年級。暑假的一個

晚上，他突然來到我家。記得他的開場

白―― “我叫瓮目。我母親叫烏亮。我出

世三個月，我父親出門做工去，一去沒有

音訊。家裡只有我媽和我。” 聽後，我自言

自語地叨念 “瓮牖，瓮牖。” 父親聽後，用

白眼瞪了我一眼，我低頭緘口。

接着他又說 ：“今晚我外婆來。我家

只有一間小房和一間小廚房，我想今晚與

‘小碰’ 合鋪睡，‘小碰’ 你同意嗎？” 我點

頭，從此他就成為我的朋友。

暑假大把時間。我的房間牆壁經常駁

落泥塵，我索性用鏟子削下那烏黑泥塵，

向鄰居 “阿卿” 要些舊少年報紙，但是

“阿卿” 的報紙老是未拿來。晚飯後，我

到他家拿。第二天，他媽在生產隊說我到

她家，她家小廳搭張床，“阿卿” 的祖父正

在睡，“不知 ‘小碰’ 想要偷甚麼？” 我媽

聽後，淚流潸潸，我如啞巴吃黃蓮，我不

會這麼賤。“瓮目” 聽後，怒髮衝冠，跑到

“阿卿” 家責備 “阿卿” 媽，阿卿媽不得

不來向我道歉。她那馬上改語氣 “家窮怕

賊仔”。

往事歷歷，往事是一杯用回憶和思念

釀成的酒，被久違的歲月積澱成一種無形

的形象。於是，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着一

個過去，生長着一種永遠沒有收獲的季

節。在我碰到困難或受委屈，甚而莫須有

的節外生枝，瓮目都站在前面，從此，我

返縣城讀書，此間舊宅，就留給瓮目管理

或使用。他怕寂寞，還帶來比我們少兩歲

的 “阿卿” 來睡。

時間太快了。十七歲的我上省城讀大

學，瓮目去烏潭水庫做衛生員，後來阿卿

去當兵。

大家都年老了，思念變成懷念。懷念

是隻蟲，每天每夜啃咬着人的心 ；懷念有

時是條蛇，它時時刻刻纏着人的身，教人

窒息，做起事來綿軟乏勁。然而，把懷念

改為牽掛都好呀！牽掛是情感的幂數，它

是無型的關聯和擁有，它是 “了無思念”。

思
念
·
懷
念
·
牽
掛 

金
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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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四百餘年的中西交融，澳門已

演變為世界與中國的一座歷史文化名

城，遍佈文化遺產與古跡。著名的澳門

歷史城區，更是人們領略澳門中西合璧

與傳統文化之地。澳門半島不但擁有遊

客絡繹不絕的核心景區，還有許多值得

觀賞的小眾景點，它們凸顯了澳門在中

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這些景點厚重

的歷史與文化價值，使它們成為愛國主

義教育的寶貴旅遊資源，值得充分利

用，開闊視野，知往鑒今，增強師生們

的愛國主義情懷。

坐落於望廈山旁的普濟禪院（俗稱

觀音堂）是澳門最大、最古老的佛教廟

宇之一。觀音堂始建於明代，佔地廣

闊，古樸典雅，香火鼎盛。遊人在禪院

內不但能欣賞到雕刻精美的佛教建築，

還可閱覽到一些懸掛於殿堂的名人書

畫。在幽深寧靜的後花園裡，有一石桌

和四方石凳，此處便是美國與中國簽署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場地。仿效第一次

鴉片戰爭後英國與中國簽訂的《南京條

約》，美國政府也希冀在中國享有與英

國同等的通商待遇。1844 年，美國公

使 顧 盛（Caleb Cushing） 為 此 抵 達 澳

門。在要求赴京簽約受阻後，便與兩

廣總督耆英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此石

桌處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又

稱《望廈條約》。如今石桌旁還立有一

碑亭，講述此事。這處景點雖然規模

很小，卻是大眾瞭解與親身感受中國

晚清屈辱史的一個重要窗口。 

離觀音堂不遠處的俾利喇街，坐

落着幾幢裝飾有傳統中式屋檐風格的

西式別墅，曾作為特區政府公務員的

住所。其中的一幢別墅已被特區政府

改造成為博物館，紀念二十世紀中國

傑出的音樂家冼星海，2019 年正式對

公眾開放。在這座小型的博物館裡，

人們能夠詳細瞭解冼星海的生平和藝

術上的偉大成就。展廳里的展品豐富

多樣，包括冼星海在巴黎國立音樂學

院求學時使用的學生證、曾使用過的

演出禮服和小提琴、擔任作曲的電影

《夜半歌聲》的廣告、書信往來和重

要的樂曲手稿，包括廣為人知的代表

方
興

作《黃河大合唱》和為哀悼魯迅先生所作的輓

歌。透過展覽，人們不僅可以瞭解冼星海在抗

戰中積極創作救亡歌曲的社會擔當，還能感受

他在二戰中因工作被困蒙古烏蘭巴托時的思鄉

情懷，更能見證他勤勉奮鬥和勇於進取的一

生。整個展覽充分體現了這位生於澳門的人民

音樂家飽滿的愛國熱情、寬厚的人文關懷和紮

實的藝術功底，這無疑是值得當今廣大青年及

學生學習的優良榜樣。

此外，領導清末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

國的孫中山先生，也與澳門有着密切的連結。

孫中山從香港西醫學院（現為香港大學醫學

院）畢業後，便來到澳門鏡湖醫院工作，成為

中國最早提供西醫治療的醫生之一。十九世紀

九十年代初，他從鏡湖醫院取得貸款，在澳門

創立了中西藥局，為民眾贈醫施藥。這座藥局

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由華人創辦並提供西醫服

務的藥房和診所之一。其遺址現被認定為位於

澳門半島草堆街（Rua das Estalagens）80 號的

一座三層的中式宅第。這幢房屋已被特區政府

於 2011 年修復活化為一座精美的博物館，以紀

念孫中山對澳門醫學領域的貢獻，館內還備有

一些介紹孫中山的書籍供大眾取閱。通過這些

書籍和展覽，參觀者可以清晰地瞭解孫中山早

期在澳門的職業活動以及本地社群是如何援助

他的革命事業。因此，這個訪客不多的景點也

為人們提供了學習與瞭解中國清末民初革命史

和孫先生 “上醫救國” 偉大精神的寶貴機會。

具有愛國主義教育意義的歷史景點不僅可

為人們提供有趣的旅遊體驗，還能讓他們明白

國家的過往與現狀。因此，它已成為學校教育

的重要環節。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

市，與其周邊城市有着密切的歷史文化淵源。

澳門的學校可以更多地與灣區各城市的學校共

同探討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與模式，更多更好

地利用澳門豐富的旅游文化資源進行本土和大

灣區的愛國主義教育，使澳門這些較為小眾的

歷史景點也能逐漸發展成為像東莞虎門的鴉片

戰爭博物館或中山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那樣熱

門並具有深遠意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也

有利於持續弘揚澳門特區長期以來愛國愛澳的

優良傳統。

參考文獻 ：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 中西藥局 . 

https://www.icm.gov.mo/en/ChongSaiPharmacy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 觀音堂 .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

sightseeing/temples/kun-iam-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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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飲水機壞了，修過幾次都沒

什麼效果，主任打電話請校工過來幫忙換

一台新機器。打完電話，主任去開會，我

留下來等校工。

負責為這間辦公室送水換水的校工是

內地雇員，一位河南老鄉。之前聽主任講

過這個人 ：孤身一人來澳門打工，賺錢供

養婆家和娘家 ；吃苦肯幹又好學上進，幾

年前就學會了講廣東話。

“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我尋思着，

試圖勾勒她的身形樣貌、聲音氣質。敲門

聲打斷了我的思緒，一個高個子女人推門

進來。“教授，我是來換飲水機的。” 一句

很亮堂的廣東話傳進我的耳朵，沒有河南

口音，與平日聽到的低緩細柔的粵音也不

同。她推着一輛小拖車，拖車上面架着一

台新的飲水機。不等我答話，她就麻利地

走到飲水機位動手幹活。

我快步走過去準備給她幫忙，“我幫

您。”

我還沒走到她身邊，就聽到一聲驚

呼 ：“哎呀，你講國語的！？”

可能是因為意外，她的聲音抬得極

高， 手 裡 的 活 也 跟 着 停 了 下 來，“ 我 在

這裡，聽到有人講國語就開心的不得了

啊！”

她講的兩句普通話也辨不出河南口

音，倒是有幾分台灣腔。我絲毫不懷疑她

話語的真實性，因為口罩都沒能遮住她的

興奮。

“我先幫您換飲水機。”

她繼續幹活，輕鬆的將大半桶水從壞

的飲水機上搬下來，我要幫她，被她一手

攔開，“我自己來就可以，這個不重。” 我

抽回手，幫她拔掉牆上的插頭。“哎呀，真

是，差點忘了拔電源。” 她邊說邊將壞的機

身挪到一邊。

“這間辦公室是教授室，我們平時都不

敢隨便進的。” 說話的功夫，她已經將新的

飲水機放到了預留出的空位上。

“沒事的，叫我張老師就好。以後閑了

可以過來坐一坐。” 我喜歡聽她說話，很實

在。

“不行，要好好上班的。” 她講這話的

時候，很像一個剛剛入職的新員工。

我告訴她是在下班時間過來，我每天

校
工
的
幸
福
張
香
娜

很晚才離開這裡。她笑着點頭。

“我找到這個工作很不容易，我跟我媽講，

是她給我帶來的好報應。”

她果然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懂得將事件

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有懸念的地方放到一起托出

來。

一個要講故事的人，或許需要一個聽眾。

我饒有興致地聽，並試圖幫她搭建話語框

架，於是問一句 ：“您媽媽幫您找的這份工作？”

“我這份工作，找得可辛苦了。我家是河南

鄉下的，我當時在老家的小廠子上班。廠子效益

不好，停產了，大家都不幹了。我不！我就耗

着。” 她說話的神情很決絕，應該是一個能拿大

主義的人。

想講話的人根本不需要傾聽者的過多參與，

她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我繼續望着她，做好聽下

去的準備。

“那時候，我一邊在廠子裡拖着，一邊交仲

介費在澳門找工作。哎呀，兩年呀。中間面試了

好多家賭場和酒點，都沒面成，他們嫌我年紀

大，不會講廣東話。後來有個機會，就是到這間

學校面試。他們一開始也沒有看上我，但是鄭生

人很好呀，給我機會讓我試一試。”

講到這，她停下來問我 ：“教授，你認識鄭

生嗎？他人很好的。” 我告訴她我不認識鄭生。

她露出很遺憾的神情。

“我太幸運了！我剛在澳門找到工作，老家

的廠子就倒閉了。” 她正用抹布擦試過水的飲水

機，一邊說一邊興奮的揮動那塊布。

“我當時出來工作，我婆家是不同意的。

他們講，女人家看孩子做飯就很好了，眼光那

麼高沒用 ；他們說我眼高手低，還把我兒子帶

走，不讓我見兒子。教授，你別看我讀書少，

我知道人要走出來，不能窩在農村守著幾畝

地。我不聽他們的。”

聊這些話的同時，她完成了給新的飲水機

裝水、插電、試水，並擦淨了機身周圍的地面。

剛剛還像職場新人的這一位，幾句話的功

夫，就在我面前將 “我命由我” 的獨立女性形

象立了起來。我喜歡她的爽朗也暗暗佩服她的

果敢。

“前幾年，我在我們老家的縣城買了大房

子，我婆家的人現在都不講我不好了。我老公

以前很不上進，我被他氣哭過好多次。我就帶

著他，鼓勵他，讓他好好過日子，現在他也信

我了。我找仲介，幫他在澳門這邊找到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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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現在也開始講我有眼光了。我女兒跟在我

們身邊，在珠海上學，她很開心。我兒子自己不

要過來，他跟我心很遠。”

她手裡的活忙的差不多了，倚着靠近飲水機

的一張大桌子，繼續跟我講。我聽的有些恍惚，

眼前這個一直笑顏不散的人，是在講別人的遭

遇，還是在說她自己的往事？

我看她還是要講下去的樣子，就陪她站著，

聽着。

“我買河南的房子之前，想在中山買房，我

婆家人、我老公都不同意，沒人支持我。現在我

想把河南的房子賣了，在珠海買房子。教授，你

說可以不？”

這樣的問題，我實在沒有能力回答。好在，

她並不需要我的答案。她自顧自地接着講。

“我老公還講，‘你看你，幸虧沒在中山買房

子，咱們住在珠海，買中山的房子沒用。’ 跟他

說不通房子升值這樣的事，他不懂。現在我在我

們村都是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我在澳門工作，可

羡慕我了。我媽特別支持我，她一直講，我能碰

上這麼多好事，都是積德行善換來的福報。”

在她看來，那些苦難都是福報的伏筆，她一

路的經歷都是 “好事”，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直都很孝順我媽。去年我媽生病，

腿不行了，不能走路，村裡的醫生說治不好，

我哥他們都不給治了。我說 ‘不行，你們不治

我給治’，我把我媽接過來，找這邊的老中醫治

了兩個月，我媽就啥事也沒有了。後來我媽回

去，村裡人都講，以為她早就死了呢，真是沒

想到女兒給找着神醫了，把要死的人救活了。

全村的人都講我孝順。”

說到常人格外忌諱的 “死” 時，她仍然笑

的很燦爛，講的很大聲。

不知怎的，聽她講這些，我似乎覺得開始

心生蓮花，心蓮也一瓣一瓣變軟變暖。

“我媽說，好人有好報。我覺得，得孝敬老

人，孝敬老人就有好報。哎呀，教授，我跟你

講，我現在過的這麼好，都是我媽給我帶來的

好報應。我前幾天還打電話跟她講，謝謝她給

我帶來的好運氣呢。”

她講話時的好心情完全沒法掩飾，裡面有

發自心底的滿足。

“我以前在珠海租很小的房子住，後來我朋

友看我們一家人太辛苦，就把她好朋友的房子

介紹給我住，三房的大屋，交的房租和以前一

樣多。我朋友講，要我好好照顧女兒，給女兒

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我太感激我的朋友了。教

授，你說我是不是特別幸運？”

這個問題我能回答，我很鄭重地對她說 ：

“對，是呀，你真的很幸運。”

她除了擁有那份 “幸運”，還特別希望同別

人分享她的幸運和幸福。我想我也是幸運的，有

機會聽一位有傾訴意願的幸福之人講她的故事，

並做了一次還算合格的聽眾。

“教授，我朋友還要幫我女兒辦珠海戶口，

你說是辦好呢還是不辦好呢？呵呵，教授，我以

後能跟你問女兒上學的問題嗎？”

我答應她，關於孩子學習的問題，只要我在

辦公室，只要是我能力所及的，她隨時可以來和

我聊一聊。

她趕忙跟我道謝，她的道謝很真誠，即使我

什麼也沒有幫到她。 

道完謝，她開始收拾東西，準備離開 ；她

一邊給小拖車轉方向一邊頻頻點頭地跟我講 ：

“教授，不好意思啊，打擾你這麼長時間。前些

年，這個學校裡一個講國語的人都沒有，我每天

都憋壞了。現在也是啊，在這裡聽到有人講國

語，就想多聊一會。教授，再見。”

我送她到門外，像她一樣真誠地對她講 ：

“謝謝您，再見。”

關門的時候，我就想 ：她真的是如她所講

的那樣特別幸運嗎？真的是如她所講的那樣特

別幸福嗎？我擺擺頭試圖拂去無端襲來的一縷

荒誕又荒涼的思緒。心說，她講的那麼篤定，

一定是的！

如果世人都能像這位換水的校工一樣去定

義幸運和幸福，像她那樣去想、去講關於幸福

的故事的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幸運的，整

個世界也都是幸福的？

答案無從尋找，但看向窗外時，我發現豔

陽正在碩大無朋的葉尖遊移，讓一切都變得暖

融融明晃晃。降低期望，幸運和幸福即使在夾

縫中也會蓬勃生長吧。此刻似乎明瞭 ：心若向

陽，必遇次第花開，世間自無冷暖炎涼 ；心似

明月，眼見蓮花，必將物物是菩提，處處皆天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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慄烈的風（組詩）    
淘空了

（一）落葉 
那些樹幹最強悍，
那些枝條最彈性，
那些樹根抓住土地最緊密，
樹根走路最彎曲最況吟。
它的根型最保密，
只要在雨天蚯蚓鑽出土層，
向人們指出天幕上的電圖，
嘴巴喃喃而言――看，是樹根。

風正在鼓吹，
樹葉正在失魂落魄，
滿臉泛黃失血，佈滿千溝萬壑。
傾刻，風慄烈，
樹葉咬着牙關淌着潸激淚啊呀痛叫。
斷離葉梗，天昏地黑，
四處飄散，零落。

顫慄烈風，
時而捲上墨黑雲層，
向膽怯大地傾下盆雨，
然而，垂老志士還有“夜闌臥聽風吹，
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抱負。
然而，相思情人亦有“梧桐更兼細，
雨，到黃昏，點點滴滴”的索懷。
然而，多情詩人更有“小樓一夜聽春，
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遐思。
然而的然而，人生多變，
風會停，雨會散，
蒼天開懷，人間有笑。

西南風擅自掀開一張新日曆，筆者，
踽踽蹊徑，眼前，
松風間放鶴，花雨夜鳴琴。

（二）巷尾夢歸  
煎餅炸油條，
從手推車跅馳到巷尾，
炒粉炒麵也尾隨到巷尾的小爿鋪仔，
香味使老者腳步放慢。
經濟加方便加大眾化是等於“癟三”，
文明已經不是大腹便便的代名詞。

手提着裝炒粉小盒，
心房的門鎖上鏽色鎖。
視力瞑瞑，人流稀疏，
張張熟悉歸夢共頂顫慄晨風，
竟從眼角淌下混濁老淚。

詩兩首

俄羅斯海參崴冰雪之旅（上集）

劉澤彬

連慧兒

《西安抗疫》
戰鼓頻催秦嶺急，

瘟侵雁塔擾關山。

中華自古豪雄在，

力保長安指日還。

2019 年我和家人到嚮往已久的俄羅斯海參
崴旅行。11 月 27 日先從澳門坐飛機到北京，
在北京遊玩了五天，再從北京坐飛機往俄羅斯
海參崴，航程約三小時。
       

海參崴簡介

海參崴（又稱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
是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首府，也是遠東聯邦管
區行政中心所在。海參崴是該市的中國傳統名
稱，1860 年被清朝割讓予俄羅斯帝國，後來改
俄文名 “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控制東方。海
參崴自新石器時代起便有人類居住，原本為肅
慎民族居住地，後歷為渤海國、遼朝、金朝、
元朝、明朝和清朝統治，1860 年清朝與俄羅斯
帝國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將此地割讓與俄羅
斯，改由俄羅斯帝國統治。海參崴是俄羅斯遠
東地區最大的城市，也是遠東聯邦管區人口最

多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口截至 2017 年達到
605,049 人。海參崴臨近俄、中、朝三國交界之處，
是一個秀麗多姿，別具一格的濱海山城。海參
崴三面環海，森林蔥郁，景色優美，乃俄羅斯
在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為俄羅斯遠東地區
近海運輸中心。同時，該市是俄羅斯太平洋艦
隊司令部所在地。

海參崴主要是由金角灣、阿穆爾灣、烏蘇
里灣構成，南臨彼得大帝灣，另由俄羅斯島大
橋與俄羅斯島相連接。自東北向西南綿延 30 公
里，呈斗圓形，面積約為 33 1.2 平方公里。海
參崴氣候特色為潮濕多雨的夏季和乾冷的冬季。

海參崴市內有很多古老的哥特式建築，也
有現代樓宇，這些建築風格各異，錯落有致，
成為旅遊勝地。夏天，海濱浴場設施齊全，令
人心曠神怡，海參崴港灣水深浪靜，是觀賞船
隻拋錨啟航的好地方。但在冬天，天氣異常寒冷，

《壬寅虎翼添新機》
未許狐朋假作威，

平陽鬥犬出重圍。

牛辭舊歲承恩澤，

虎翼新添覓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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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紛飛，平均溫度只有零下 12 度。習慣了在
澳門土生土長的我們來說，冬季在海參崴旅遊
實在是一種極大的挑戰，因為一出門便寒風刺
骨，大雪紛飛，不管你穿多少件衣服，也不由
得從心底裡冷得顫抖起來。

▲ 海參崴東正教堂

金角灣大橋

金角灣大橋（Zolotoy Rog Bridge）位於海
參崴市中心，是海參崴的地標性建築。主跨
737m 的斜拉橋，總長 1388.09 米，橋面闊 28.5 
m，兩主塔高 226.25 m，大橋於 2008 年 7 月 25
日動工，2012 年 7 月建成通車。金角灣大橋一
帶很繁華，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車輛從這裡經
過。金角灣大橋漂亮的弧形令人難忘。海參崴
的金角灣猶如一個楔子切入阿穆爾半島，形成
一片令人如痴如醉的海景。這是一個深入內陸
且水深岸陡的優良天然港灣。從遠處望去，美
麗的金角灣猶如一彎月牙，可與香港的維多利
亞灣相媲美。海灣旁的建築設計十分具有東區
建築風格之美。金角灣也是一個很值得參觀和
遊玩的好去處，海灣的面積頗大的，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非常優美的自然地帶，可以想像得到，
在夏天海風吹拂的感覺很好，遠處的燈塔也很
奪目。

▲ 金角灣大橋全景

海參崴最著名的燈塔

在海參崴遇見最美燈塔——托卡內夫燈塔，
它距離市中心還是挺遠的，現在這個燈塔已經沒
有給過往船隻指路的功能了。燈塔位於符拉迪
沃斯托克港入口處，此建於 1876 年，由石頭砌
建而成，塔身下半部分為八角形，塔身上半部
分是圓柱形，燈塔漆成白色，燈籠圓頂漆成紅色。
塔高 12 米。在電影《七月與安生里》，有這樣一
幕絕美的情景。郵輪穿行漂浮在海平面的浮冰
之間，七月輕仰起頭，任由迎面的海風吹亂了
她額前的秀髮，走向那座海邊的燈塔，故事到
這裡便停止了，留給觀眾去細細回味。那段淒
美悠長，彷彿是世界盡頭的孤獨燈塔之路。

▲ 燈塔下半部分為八角形

我們要走近這個燈塔，看看其廬山真
面目真不太容易，那時是 12 月的冬天，
溫度只有零下十多度，海風無情地狂烈猛
吹，要步步為營，走過在沙灘旁邊一條長
長的堤岸才能到達，我當時在冷風中狂奔，
寒風刺骨，希望盡快跑到燈塔，趁太陽還
沒下山，馬上爭取時間多拍幾張照片。此
時夕陽斜照，彩霞滿天，海面也呈現着一
片迷人的金黃色波浪，我趕忙把此刻的美
景拍攝下來，意境美極了。我一直對燈塔
有謎一般的留戀，果然真的不負期望。這
個燈塔不是特別高大，但是因為它深入到
海水之中，所以還挺特別的，還要趁不漲
潮的時候才可以有一條小路通到燈塔下。

燈塔附近的冰面彷彿是很快速地凍結
起來，撫摸着黝黑的岩石，彷彿還能聽到
海水拍打在它上面的聲音。

▲ 托卡內夫燈塔

尼古拉二世凱旋門

▲ 尼古拉二世凱旋門

這個凱旋門，和我們過往認識的凱旋
門有所不同，它倒像是一個涼亭，有點兒
像功德碑的碑亭，上面的花紋裝飾特別而
美麗。凱旋門距離 C-56 潛艇博物館和東
正教堂非常近。凱旋門旁邊空地上偶然發
現了半塊中國式石碑，上面刻着清朝光緒
年的一段歷史。看了很感觸，因為那時正
值割讓海參崴不久。

尼古拉二世凱旋門創建於 1891 年，
是亞歷山大三世為自己的父皇尼古拉亞歷
山德羅維奇所修，以紀念沙俄皇儲參加西
伯利亞鐵路開工儀式而建立的。距今大約
也有 130 多年的歷史了，給人一種民族文
化自信感。看上去像個積木盒，充滿童趣。

潛水艇博物館

海參崴的軍港擁有 40 個碼頭，是俄
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基地，除了令人矚目的
各等級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之外，
潛水艇更是西方軍事學家注目的焦點。冷
戰時期結束和市區開放觀光之後，就設立
了這座潛水艇博物館供遊客參觀，揭開俄
製潛艇的神秘面紗。

▲ 潛水艇 C-56

博物館的 C-56 潛水艇建於 1936 年，
長 76 米，分上下兩層。二戰潛水艇博物
館是為了紀念俄羅斯在二戰中英勇犧牲的
艇上官兵和 C-56 潛水艇，博物館就設在
潛水艇裡面。二戰中，這艘潛水艇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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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善戰，共擊沉敵艦十艘，重創四艘，為俄
羅斯最終戰勝德國海軍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座
潛水艇博物館是在戰後，將 C-56 潛水艇分割成
數段，用火車、汽車、起重機運送至此，組合
焊接復原，建立了這個別緻的實體博物館。

進入潛水艇，艙內各種機械、設備、物件
全部真實的恢復原樣，艇艙兩壁貼滿照片、圖
片和文字資料，可以看到蘇俄海軍昔日的光輝
片段。看着那一張張微笑的、堅忍不拔的英雄
官兵照片，讀着他們的赫赫戰績，令人肅然起敬。

▲ 筆者攝於潛水艇內部

在潛水艇後側穿過一些文件展示室後就進
入主控室，從這裡可以看見許多儀表和潛望鏡，
還有指揮官的辦公室兼寢室。穿過圓形的通道，
接着來到士兵們的寢室，每個人的私人空間就
僅是一張狹窄的吊床，最後到了出口，也就是
潛水艇的前側，是砲彈發射處，可以看到直徑
約 30 公分的大型砲彈發射的軌道及砲彈的內部
構造。整個潛水艇的展示面積並不算大，但走
過一趟潛水艇內部，絕對會對這個精密的軍事
武器着迷。

博物館位於無名烈士墓前，背後有俄羅斯
太平洋艦隊司令部大樓，具有濃厚的歷史意義。
博物館每天開放時間是早上九時至晚上八時，
值得一去。博物館的盡頭有出售俄羅斯海參崴
紀念品的地方。記得香港無線電視翡翠台新聞

部也曾經來這裡採訪呢。

感想

非常慶幸 2019 年有機會到俄羅斯海參崴遊
覽，因為自從 2020 年開始，全世界疫症爆發，
至今已近兩年了，哪裡也去不到了。希望疫情
早日受到控制，人人健康平安，安居樂業，可
以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教科組
春茗活動暨組內分享會

本刊通訊員

▲ 出席活動教科組成員合影留念

教育科學研究組 2022 年 2 月 25 日舉辦春茗

暨專題分享會。本會陳虹會長、陳志峰副理事

長、陳家良副理事長，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

馬耀鋒會長、張鼎宏理事長，教科組組長李守球

等出席活動。

陳虹會長代表本會向教科組成員致以新春

問候和祝福。她表示，感謝教科組一直以來的辛

勤付出，對澳門教育的問題以及未來路向展開不

少探究，寄語各同仁今後繼續攜手共勉，共同為

促進澳門教育事業發展出力。隨後，本會陳家良

副理事長及沙梨頭坊眾學校副校長、本會理事許

江雄分別向與會者探討《私框》及《課框》對本

澳教育發展的積極作用及完善建議。與會成員就

《私框》、教育政策發言分享，氣氛熱鬧。有與

會教師表示教科組成立以來每月均舉辦不同內容

的教育專題分享，每次參與都獲益良多、受益匪

淺，對自身不斷思考本澳教育發展極具啟發性。

2022 第 1期
129

2022 第 1期
128



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通訊青年協會通訊

▲ 師友伙伴開學禮

由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主辦、澳門基金

會贊助之第九屆 “師友伙伴 · 攜手共進” 計劃於  

2022 年 2 月 18 日在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中心舉行開

學禮，本屆有 27 位青年教師和 10 位資深教師參

加計劃。澳門中華教育會鄭洪光理事長、李雪松

副秘書長，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張鼎宏理事

長、麥芷琪監事長以及青協理監事出席開學禮並

分享自身教學心得，勉勵年輕教師要多學習，增

進知識和教學技能，期望各位老師團結一致，多

為澳門教育事業、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張鼎宏理事長致辭

表示，舉辦計劃的初衷就是希望搭建一個平台讓

資深教師與年輕教師分享自身職涯經驗，相互促

進共同成長，從而提升本澳教師隊伍的建設和教

育的質量。感謝各校長期以來對計劃的支持以及

青年教師們的信任，計劃開展至今參與教師超過

五百人次。教育會青協一直關注本澳青年教師的

身心健康和專業成長，除了師友計劃，還因應青

年教師自身發展的需要，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當中包括青年教師教育論壇、“五・四” 青年座談

會、內地義教、新春競技同樂日、保齡球賽等，

豐富青年教師的課餘生活，期望為本澳青年教師

提供多元優質的服務。

澳門中華教育會鄭洪光理事長致辭表示，教

育會致力促進澳門教育事業發展，關心教師專業

成長，教育會成立青協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和團結

澳門青年教師，讓青年教師在教育道路上有新的

發展，發揮所長，成就更好的自己。他寄望師友

們能教學相長，勉勵年輕教師要多學習，增進知

識和教學技能，期望各位老師團結一致，多為澳

門教育事業、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教育會青年協會鮑家欣副理事長介紹今年計

劃的內容和特色，計劃為期三個月，共分為四個

部分，資深和青年教師組成 “師友諮商小組” 分

本刊通訊員

第九屆“師友計劃”開學

▲ 主禮嘉賓主禮

慶祝澳門回歸二十二周年暨第十五屆澳門資

深教師作品展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假陸軍俱樂部

展覽廳舉行揭幕，展覽展出近八十六位資深教師

的一百四十八件作品，涵蓋書法、國畫、攝影、

西畫、編織、著作、刺繡、十字繡及勞作等形

式，作品種類多樣、色彩斑斕、層次豐富、各具

特色。

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長徐婷，文化局副

局長張麗珊，教青局代副局長黃健武，澳門基金

會行政委員區榮智，社工局專業發展及計劃處長

梁嘉輝，市政署公民教育處長林微笑，澳門中華

教育會會長陳虹、理事長鄭洪光，澳門中華教育

會退休教育工作者協會會長阮宇華主禮。

本刊通訊員

資深教師展百五佳作

享經驗，還有八個範疇的主題學習包括師德建設

及教師素養、課程與教學、班級管理、尋找中華

文化之美、本土文化、愛國愛澳、澳門教育發展

與變遷以及移地學習。

儀式後進行主題學習，由澳門教師公約小

組召集人蔡亮老師以探討《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

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為題展開專題分享，與會老

師透過專題分享對澳門的教育歷史有更深刻的認

識，瞭解教師制度保障，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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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參觀退休教師作品

活 動 回 顧 ：

阮宇華表示，新冠疫情衝擊兩年來，本澳

防疫抗疫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目前國際疫情仍嚴

峻，應響應政府號召，做好常態防疫工作，讓大

眾重返正常生活。澳門資深教師作品展自二○○

六年開始舉辦，深受資深教師歡迎和積極參與，

成為該會品牌活動。疫情期間，有的教師利用閑

賦在家的機會，勤書作畫、編織新作。今次參展

作品，充分顯示了澳門資深教育工作者的才華和

對文化藝術的追求，也從中領略他們在課餘或退

休後生活的剪影。通過各種不同的藝術表現形

式，表達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資深教師的

愛國愛澳情懷，以及 “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

有所樂” 的樂觀生活態度。展覽展期至十二月五

日。活動獲澳門基金會贊助。

中德姐妹校

中德學校通訊員

中德學校為持續增強英文科教學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並加深與內地教育的交流

與合作，2021 年 11 月 30 日透過線上直播的方式，與姐妹校上海楊浦小學分

校、四川涼山川滬港澳專案學校共同進行聯組教研活動。

是次活動以 “單元整體教學設計，關注單課有

效實施” 為主題，由上海楊浦小學分校英文教師就

“JOB” 單元進行不同課時的說課及公開課，課後

由中德學校英文科組及四川西昌航天學校、四川昭

覺縣東方紅小學英語教師分別評課。中德學校更進

一步分享同一單元在該校英語課程中，教學目標、

活動上，新如意科技主持人向全體師生介紹無

人機發展歷史、種類及應用領域，它不僅應用在航

天拍攝，更應用在救援、運輸、實時交通監控、農

業、表演等，對應不同用途所使用的機體種類和結

構也有分別，通過不同機體原理及特點的介紹，使

師生加深了對無人機的認識。

活動中分別進行了八機地氈式無人機及十六機

室內機飛行表演，配合無人機的燈光及不同飛行隊

教學設計以及教學重點與上海楊浦小學分校不同之

處，透過雙方在同一課題呈現不同的教學構思與方

法，激發更多教學創意。

評課後，中德學校與上海楊浦小學分校就兩校

英語教學的異同、單元整體教學的實施與優勢，進

行交流研討，雙方在教學上強調融入真實情境、透

過遊戲激發學生興趣、利用多媒體使課堂更多元等

設計相似性高，但在培養聽說讀寫能力的比重上略

有差異，楊浦分校較着重讀寫能力，而中德則致力

於提升學生聽說能力。

中德學校與上海楊浦小學分校自 2021 年 3 月

締結姐妹學校以來，互動頻繁。此次藉着英語聯組

教研活動，更具針對性的提升英語教學品質，彼此

吸收教學經驗，達到優勢互補的成效。

▲ 三地學校進行線上英語教學交流研討

嶺南學生
嶺南中學通訊員

由教青局、銀河娛樂集團、鄺紫姍文化教育學會、新如意科技有限公司及澳門嶺南中學聯合舉

辦之“二○二一中國無人機校園科普活動”於 2021年12月28日假澳門嶺南中學一樓大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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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編排，展示了兩場精彩的無人機光影表演。

活動尾聲，專人指導學生體驗無人機的操控技

術，同學嘗試操控體感無人機和遙控無人機完成簡

單的花式動作，最後，同學操作無人機繞場一周後

活動圓滿結束。

此次活動讓學生們認識到中國無人機的發展，

同學們表示通過這次活動，提高了對無人機的認識

及興趣，為嶺南中學今後推行無人機科普教學提供

了很好的基礎。▲ 嶺南學生瞭解無人機應用

活動當天，幼稚園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輪流

進入各班課室參與體驗工作坊，包括 “新年食品齊

分享”、“舞獅慶新年”、“新春攝影區” 及 “湯圓慶

團圓”，讓同學能認識到我國不同的新年習俗及賀

年食品。小學部則舉行一系列活動，包括電影欣

賞、傳統手工藝體驗及傳統飲食文化體驗活動。在

老師的講解下，同學們都認真地學習製作糖不甩等

傳統食品。在手工藝體驗環節則發揮創意，製作傳

統手工作品，如新年盆栽掛飾、對稱揮春剪紙等賀

年裝飾。由於正值新春期間，老師及學生們組成的

“快閃小組” 穿着賀年服飾進入各班進行拜年快閃

活動，帶來一片歡聲笑語。

本次活動寓教於樂，在輕鬆互動的氛圍裡，透

過各項傳統文化體驗活動，將中華傳統文化之美引

入校園。

聖善學校
聖善學校通訊員

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聖善學校於2022年2月14日舉行了中華

傳統文化活動日，目的是為了加深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之認識和慶祝農曆新

年，讓學生從體驗活動中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以及提升對傳統文化的喜愛和民族自豪感，同學們皆

積極參與，活動氣氛良好。

��學校�驗中�傳�文�:

新華夜中學

新華中學

新華夜中學通訊員

新華學校通訊員

新華夜中學2022 年 2 月 19 日由校務主任陳雪娟、職業技術教育主任湯頴欣以及專

業科老師羅慧敏和馮燕芝帶領下，同學們到澳門直播基地實地考察，

由基地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小娟親自接待，她與同學分享了很多寶貴的實戰經驗，更打趣的說只要

滿足窮、有夢想兩個條件，便可以加入電商這個行業，也鼓勵同學們多瞭解和參與相關的活動。

新華中學於 2022 年 1 月 10 至 14 日舉辦葡文周活動，目的希望加強學生們葡語口語能力，

以及“聽說讀寫”四種基本能力，以提升學習葡文的主動性和培養學生自信心。

朱小娟行政總裁分享後，同學們隨後到直播間

觀看基地市場總監及澳門 TOP 級電商主播李啓昇

先生的直播現場，過往，同學們只能在電子屏幕上

觀看直播，現在能親身參與幕後，瞭解一場直播背

後的團隊和工作規模，同學們表示大開眼界。過程

中大家同時線上互動，為直播添加粉量，原安排一

小時的考察，同學們在開心愉快的體驗中不知不覺

間投入了兩個多小時。

一連五日的葡文周於午間時段舉行，攤位遊戲

主要是圍繞學生們近期課堂上已學過的知識來進

行設計，融合葡語系國家的文化，設計遊戲有 ：

“À Pesca de Países Lusófonos” 葡 “ 魚 ” 國 家、

“Curiosidades da Cultura Portuguesa ？” 葡國文化

知多少？、“Eu sou o MasterChef” 我是小廚神等。

另外，為加強學生書寫能力，以及更好地瞭解不同

時期的葡文詩歌文化。學校同時進行葡文硬筆書法

新華夜中學近年在職業技術教育中開設網店營

銷專業，隨着特區政府在職業技術教育新法規下大

力推動校企合作，學校亦積極配合與相關企業建立

合作關係，在機遇下，新華夜中學與澳門直播基地

簽訂合作意向書，新一屆網店營銷專業的同學們將

有機會到澳門直播基地實習。

在澳門特區政府大力推動數字化經濟的契機

下，同學們要珍惜機會，掌握知識，裝備自己，迎

接更好的未來。

▲ 新華夜中學網店營銷專業實地考察澳門直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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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挑選出三位葡國詩人的作品來讓學生們書

寫。這三位詩人分別是 “Luís de Camões, Florbela 

Espanca 和 José Luís Peixoto”。

為讓學生更深入瞭解澳門土生文化，我校特

邀 “心在澳” 社團來臨我校為學生分享土生文化及

“一平台、一中心、一基地” 的澳門文化旅遊發展

定位。

最後，本次葡文周活動，讓學生們能夠跳出課

本的限制，以遊戲形式重溫課堂知識，寓教於樂，

深入瞭解葡國文化、土生文化，提升了學習葡語的

興趣和熱情！

�文���活躍:

婦聯學校十分重視學生家國情懷的培育，大力

宣傳在北京舉辦的冬奧運動會。通過冬奧運動會知

識競賽、繪畫、專題寫作、周會、班會等多元教學

模式，向學生傳遞冬奧運動會訊息，以及運動員刻

苦訓練、頑強拼搏的精神。得悉火炬 “飛揚” 能於

學校展出，全體師生及家長深感鼓舞，雀躍非常。

北京冬奧會聖火採集儀式在希臘的古奧林匹克

遺址舉行，並由中國第一棒火炬手，也是中國首位

奪得冬奧會獎牌的短道速滑名將李佳軍將火種傳遞

到北京，象徵奧林匹克精神的延續，意義非凡。

火炬名為 “飛揚”，主體採用銀色與紅色，象徵冰

火相約，激情飛揚，照亮冰雪，溫暖世界。又象徵

不同文明相互交流，讓世界更加相知相融的冬奧願

景。火炬 “飛揚” 是北京冬奧會的重要象徵，是中

  婦校
婦聯學校通訊員

隨着第廿四屆冬季奧運會順利舉行，北京冬奧會首棒火炬“飛揚” 2022年2月23日來到婦聯學校

展出。

國文化與現代奧林匹克精神的高度融合，也是全體

中國人的共同榮耀。

當日，永利關愛基金會主席陳志玲及澳門星娛

樂製作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老傑龍到校，與學校行

政、學生共同見證火炬和冬奧吉祥物 “冰墩墩” 的

展出，並且拍照留念。

▲ 婦校師生與陳志玲、老傑龍合照

▲ 學生專心聆聽講解員的介紹 ▲ 學生積極回答問題

東南學校

東南學校通訊員

為了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積極落實特區政府《非高等教育發展中長期規劃

(2021-2030 年 )》四個重要發展方向之“培養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教育政策，以全面規劃學生

體會國情與愛國教育為目標，促進師生對國家和澳門歷史文化的認識，瞭解國情和澳門“一國兩制”

的實踐，增進家國情懷，做好師生品德與公民教育工作，學校在回歸紀念日前夕，開展全校師生“家

國情懷”主題參觀學習活動。通過參觀澳門博物館、鄭觀應紀念館、林則徐紀念館、冼星海紀念館、

葉挺將軍故居和海事博物館等本澳具歷史文化內涵的重要景點，讓師生體會國情與愛國教育人文

內涵，達至“培養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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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點滴特訊

▲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東南學校舉辦“家國情懷”主題參觀學習活動

參觀活動開始前，學校舉辦了慶祝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升旗儀式，由小學升旗隊升

旗。在師生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和澳門區旗冉冉

升起，飄揚在學校上空，場面莊重嚴肅。

學校在嚴格遵守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防疫指引

下開展 “家國情懷” 主題參觀學習活動，分批安排

各年級師生到不同景點參觀。如高二級前往海事博

物館，由學校中國歷史文化推廣小組鮑振華老師擔

任導賞員，為學生介紹海事博物館的展品，並在過

程中增添了趣味性的互動環節。通過遊戲，同學們

寓學於樂，學習到世界航海歷史的知識，也看到了

在國家積弱時，西方列強侵佔香港、澳門的歷史教

訓。如初二級前往林則徐紀念館參觀，瞭解到林則

徐為國為民大力提倡禁止鴉片，積極打擊鴉片輸入

與國民吸食鴉片風氣，是我國近代一位傑出的愛國

民族英雄。通過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巡澳禁煙，打

擊毒品的歷史事件，讓同學們警惕毒品危害，遠離

毒品，珍惜生命，而林則徐身上所體現的中華民族

愛國精神和為國為民的優良品格，啟發同學們要銘

記先賢愛國情懷，成為關心社會、樂於奉獻、回饋

國家的愛國愛澳青年。在初三年級同學參觀完冼星

海紀念館後，陳春新助理校長向同學們表示，人民

音樂家冼星海的艱苦求學、立志報國、音樂救國的

成長歷程，體現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青年人應從

小立定志向，做好生涯規劃，把自己的成長與社會

的發展、國家民族的發展結合起來，讓生命發光發

熱，實現人生的理想與目標。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二年來取得的了巨大成就，

以《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治理體系不

斷完善，“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社會保持穩定和

諧，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學校舉辦慶祝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二十二周年升旗儀式和師生 “家國情懷”

主題參觀學習活動，給師生上了一節生動的品德與

公民教育課，有助促進落實教育政策，增強師生對

祖國、澳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以及傳承愛國愛澳

的核心價值和精神。

教促會陳雨潤
理事長肯定學

校參加
2021

中國親子閱讀大賽
【東南學校通訊員】

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指導，中國新聞出版傳

媒集團主辦，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支持，

雲通科技有限公司承辦，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協辦的 “媽媽導讀

師” 2021 中國親子閱讀大賽澳門賽區活動拉開帷

幕。東南學校積極組織學生和家長參加比賽，期

望通過是次活動，促進學生與家長的親子關係，

讓學生從小培養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營造

良好的家庭閱讀氛圍。

澳門東南教育促進會理事長、東南學校家長

會會長陳雨潤表示，樂見東南學校學生和家長積

極參加 “媽媽導讀師” 活動。他認為當家長帶領

子女進行閱讀時，一方面，家長可以對孩子作良

好的引導，為其日後理解世界、認識事物，以及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具有正面的

影響。另一方面，親子閱讀有助孩子開拓思維，

啟發其對文字的興趣，對日後學習、生活乃至踏

入社會工作也有極大的幫助。

陳雨潤以其兒子、東南學校精英校友陳子毅

的經歷為例。陳子毅於東南學校小學部畢業後，

赴英國升讀中學，當年參加英國會考時，取得

十四個 A 的好成績，打破了當時英國會考歷史

紀錄。陳雨潤表示，陳子毅從小喜愛閱讀，鍾情

於百科全書、自然科學這一類的書籍，陳子毅曾

說 ：“家中書架經常放滿書籍，小時候經常看到

父親在看書。” 陳雨潤以自身的閱讀興趣與學習

行為，正面引導與鼓勵孩子的學習態度及興趣，

從小開始培養孩子閱讀的興趣、專注力以及思維

發展，並逐漸發展其獨立閱讀的能力，繼而養成

閱讀習慣，以致從書本中增進廣闊的國際視野，

靈活開放的思維，為日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雨潤強調， “知識改變命運”，家長引導及鼓勵

子女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能夠幫助其更好地成

長，同時也能增進親子的感情。

最後，陳雨潤祝願東南學校學子及其家長，

能在 “媽媽導讀師” 活動中取得優秀成績，有所

收穫。

▲ 教促會陳雨潤理事長肯定學校參加“媽媽導讀師”2021
中國親子閱讀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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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9號新暉閣地下A
電話：(853) 2837 8734    2837 5570    
傳真：(853) 2830 5912
電郵：sengkwong.macau@gmail.com
網址：www.skbooks.com.mo

星光書店理工分店
地址：澳門新口岸高美士街理工學院明德樓地下
電話：8599 3110   8599 3111     
傳真：2870 6003
電郵：skbook3@yahoo.com.hk
網址：www.skbooks.com.mo

�推廣宣傳基本法的好教材，內容豐富翔實

�每冊定價4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26元

有限公司
經銷

圖書報刊   中小學教科書 

中國郵票（澳門代理）   科技產品

獎杯   獎品    禮品

（修訂本）

澳門基本法課本

歡迎訂購

查詢熱線：28 333 611
（澳門中華教育會）

諾思牙科醫療中心
劉擎雲牙科醫生
澳門水坑尾街78號中建商業大廈4樓

電話：28526897       傳真：28515847

中國文化常識普及標準
全面掌握中國的漢語語言、歷史、地理等相關知識

每冊定價60元，集體訂購優惠價48元
查詢熱線：28333611（澳門中華教育會）

大  華  行
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 693 號大華大廈十九樓

電話：28371515    傳真：28322566

 中 國 國 貨 公 司

購物方便‧價錢公道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523、2892 1532
 傳真：2892 0249

中 國 土 特 產 公 司
經營：生豬、生牛、罐頭、

雜貨、砂糖、片糖、
麥芽糖、金華火腿、
珠江橋牌醬油及米酒等。

澳門十月初五街114號
電話：2892	1616、2892	1528
傳真：2892	1551

暨  南  大  學
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暨南大學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教育部領導的一所具有

文、史、理、工、醫、經、管、法、教育等學科的綜合性大學，

創辦於 1906 年，1996 年成為國家重點建設“211 工程”大學。學

校貫徹“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辦學方針，以招收華僑、港澳、

台灣青年和外籍華人學生為主，兼招部分內地學生。暨南大學熱

情歡迎澳門優秀青年報考。

1. 暨南大學駐澳門聯絡處電話：2823 4925  傳真：2823 4121
2. 暨南大學招生辦電話：86-20-85220130   傳真：86-20-85221340
3. 暨南大學招生咨詢網址：http://www.jnu.edu.cn
4. 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校聯招報名網址：http://lxlz.jnu.edu.cn

澳門花店
一人有限公司
經營一切鮮花業務

地址：雅廉訪大馬路 129 號
電話：2855 5215
      2821 5773
傳真：2855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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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教育基金會

澳門聯絡處
致意

華僑大學是一所隸屬於國務院僑辦，以面向海外、面向
港澳台為辦學宗旨的國家重點扶植的大學。創校 50 年來，
秉持“會通中外，並育德才”的校訓，積極為澳門社會培養
各類合格人才，華僑大學熱情歡迎澳門學生到華僑大學就讀。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E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 20 樓 2001-2002 室
電話：2870 2291       傳真：2852 3624

中醫師
跌打骨傷科

龔 樹 根
特效跌打藥精
紅膽止痛油

高士德大馬路 83 號 C 龔樹根參茸行
（上午十時至一時半   下午三時至七時半）

電話：2837 7097

營地大街 64 號地下長春閣中藥房
診症時間（預約）
電話：2837 5389

大明石油有限公司

致   意

地址：澳門內港 10 號碼頭
電話：28 388 522

圖文傳真：28 33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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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源自生活
出版原來如此簡單

澳
門
幣

記錄美好 分享感動 承載夢想 世世傳承

15,000起

① 

② 

③

④ 

教師書法及攝影作品
① 李小瑩 - 書法 ② 王希桂 - 全力以赴 ③ 平　和 - 報春的茶花 ④  鄭金鏢 - 笑容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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