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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十二字：崇贤有礼是传
承，开放自信是品质，创新争先是追求
……”8月 16日，在常山县江滨幼儿
园，五位青年教师表演了他们新创作
的以宣传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为主题
的快板作品。

该园园长蒋晓燕告诉记者，快板
一直是该园的特色课程，备受孩子们
喜爱，“上个月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一
经发布，我们的毛奕如老师就开始了
创作，在与大家共同打磨、修改后，最

终确定了这个版本。大家就马不停蹄
地练了起来。”蒋晓燕相告，等到开学
后，老师们还要带着各班的同学一起
学习这首快板，让新时代衢州人文精
神的种子在小朋友心中发芽生长。

2021年，柯城区新华小学五（1）
中队中队长崔善宁在浙江省宪法知识
竞赛中获小学组一等奖，让大家认识
了这个勤学创新的少年。

决定参赛后，他每天背诵宪法读
本，学习小学和初中的《道德与法治》
教材中与宪法有关的知识，从网上下
载了一千多道题目进行反复练习和记
忆。凭着这股肯吃苦不怕难的精神，
他克服了备赛时间短，宪法知识生疏
的困难，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先后
获得了柯城区和衢州市宪法知识竞赛
的第一名，并作为衢州市的唯一代表，
参加浙江省的比赛。

“崔善宁同学勇于创新，勤于钻
研，总是积极投身于科学创新实践。”
老师们告诉记者，崔善宁十分喜爱科
技类的事物，每周坚持学习Scratch和
Python等软件编程课程。他不仅考出
了中国机器人六级等级的证书，还代
表学校机器人社团在第十届亚洲青少
年机器人锦标赛活动VEXIQ机器人
竞赛（小学B组）中荣获三等奖。他还
多次在柯城区的科学实验活动和科技
实践活动中获奖。

崔善宁非常喜欢音乐，从6岁开始
练习小提琴，连出去旅行时，也要带上琴
在火车上、酒店里练习。坚持的力量给
了他诸多回报，在全国、省、市、区各级比
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如2020年在长三
角青少年弦乐艺术展示活动中获小提琴

独奏儿童乙组二等奖，2019年在“央音”
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活动（浙江省）器乐
类小提琴项目中获小学A组金奖等。

崔善宁还很热心公益。他认领微
心愿为贫困山区的孩子送去礼物，给
远在青海的小朋友寄去学费，给社区
的低保老人捐钱捐物，去福利院为老
人服务。他还慰问消防和武警官兵，
走近抗战老兵，抚慰烂脚病老人。他
和伙伴们一起义卖图书，把所得捐献
给衢江区下叶村的公益食堂，为当地
的老人们献上精彩的演出。

2021年的 6月，崔善宁在衢州市
柯城区委组织部主办的建党百年活
动中奏响了“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
进力量”的琴音。他说，作为新时代
的少年，就应该传承民族精神，奋力
前行！

新时代好少年

勤学创新的新时代好少年：崔善宁
记者 尹婵萱 通讯员 虞燕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中国针灸学会衢州科技创
新服务站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站，
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结束后，
还先后召开了中国针灸学会衢州科技
创新服务站建设和《续编针灸大成》编
撰工作研讨会。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包含
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
其实践经验，在健康服务方面越来越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治疗的病种达
到了 500多种，且 80多种疾病可以取
得明显的效果，更在美容、减肥、保健
等方面越来越到受人们的重视。目前
针灸已经走向国际，在 196个国家得
到广泛使用，其中60余个国家把针灸
纳入保险体系中，40多个国家开始进
入主流医学体系。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申报
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的通
知》，经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专家
评审和结果公示，确定了中国特色一
流学会支持学会名单和特色创新学
会支持学会名单，中国针灸学会成功
入选项目，计划编纂并出版《续编针
灸大成》（暂定）一书。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将参与《续编针灸大成》编纂工
作，将中华神针的博大精深融入到针
灸人才培养培训之中，加大针灸适宜

技术推广力度，助推杨继洲针灸文化
走出衢州、走向世界。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将以中国针灸学会衢州科技创
新服务站的揭牌成立为契机，全力以
赴建好中国针灸学会衢州科技创新
服务站，以推进杨继洲针灸传承创新
为己任，聚焦一流、抢抓机遇，加快推
进特色鲜明、守正创新的针灸学会衢
州科技创新服务站建设。俯身贴地
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深入推进产学研
合作，加强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产业
发展等专业研究，开展中医、针灸等
专业技能技术培训，为衢州市、浙江
省乃至四省边际中医药产业发展提
供专业支持和人才支撑。

据悉，2020年 12年，世界针灸学
会联合会、中国针灸学会与衢职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就针灸推拿专业学
科建设、技术攻关、项目合作、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2021年 10
月，中国针灸学会、浙江省针灸学会与
衢职院三方签约共建中国针灸学会
衢州科技创新服务站，经过前期建
设，2022年 7月，衢州市委人才办、衢
州市科协组织发文认定中国针灸学
会衢州科技创新服务站为第一批衢
州市学会服务站。

“这个实践团的成立，来源于与
同学的交流。”8月 17日，衢州学院
团委书记陈德力告诉记者，近年来，
衢州学院大力推进“非遗进校·三育
融通”，蛋雕、白瓷、手工编织等非遗
相继进入校园，课堂上、文化活动中
也常能看到非遗的一抹亮色。总的
来说，这些非遗元素大多数还是来
自衢州本地。

“我家附近也有非遗传承人！”
一次，在与同学们交流非遗文化时，
一位同学这样说。陈德力突然意识
到，衢州学院的学子来自全国各地
五湖四海，他们的家乡也有着丰富

灿烂的非遗文化。在经过调研后，
衢州学院团委发现，大多数同学对
家乡的非遗文化并不十分了解。

“何不趁着假期，让同学们就近
寻访家乡所在的非遗传承人，拓展非
遗文化的学习和实践范围呢？”在这
个念头驱动下，陈德力推动衢州学
院团委发起了“百名学子寻访百名
非遗传承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很
快，有200多位同学积极报名。

这个实践团向所有团员提出了
“寻、研、习、传、享、话”的实践要求：
寻访一项非遗；调研一批自己家乡
的非遗传承人、传承群体、普通民

众，完成问卷和访谈；习得一项非
遗技艺，独立完成一件非遗作品；
拍摄一组非遗照片，制作一个介绍
宣传视频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一次；分享一篇非遗寻访心得感悟；
献策至少一条所调研非遗的活化传
承建议。

“非遗其实就在身边，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以去感受、去体验、去传
承。”实践团团长蒋璐蔓说，实践团
让每个团员都收获满满，也感觉使
命在肩，“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
要身体力行传承非遗，让非遗在新
时代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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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职院获建中国针灸学会
衢州科技创新服务站

通讯员 欧阳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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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幼师创作快板
宣传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

记者 周洋

“静电章鱼”“梁祝化蝶”“克拉
尼图形”……近日，央视新闻报道
了一位物理老师退休后重回“课
堂”自制200多种实验火出圈的消
息，引发了舆论关注。

61岁的唐守平是江苏省沭阳
高级中学一名退休物理教师，曾从
事 19 年初中物理教学。今年暑
期，他的科普视频悄然走红，获得
千万网友观看，很多网友直呼“这
样的物理课堂太奇妙”“专治学习
困难症的魔法老师”。

近年来，科普视频的火爆时有
听闻，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其背后
是大众对优质科普短视频需求的
急剧上升。数据显示，去年抖音自
然科普类视频累计播放近 330 亿
次，7亿人次为相关作品点赞。令
人遗憾的是，在中小学课堂中，这
样的“奇妙游”似乎并不多见。

众所周知，好奇心几乎是所有
孩子与生俱来的，而好奇心是创造

力的源泉。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
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和科学思
维，更应该通过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来点燃其心中探寻科学之火。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科学知
识不是死记硬背，物理的原理和
现象本来就很有趣，如果能通过
实验将之演示出来，可以用视觉冲
击启发思考，让一个个晦涩难懂的
物理知识变得一目了然、生动有
趣。这样的硬核科普，无疑可以
大大减少孩子们面对深奥学科的
畏惧和抵抗心理，进而为他们打
开学习的大门。

然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孩子
每个星期做几次实验相比，中国孩
子做实验实在太少，以致很多孩子
在好奇心最强的年龄错过了接触
科学实验的机会。个中缘由，不一
而足，但应试教育无疑难辞其咎。
在功利思维主导下，教育价值取向
存在“唯分数论”倾向，重纸面考

试，轻生活技能。考什么，学什么，
既然那些实践性的东西不太考，学
生和家长自然也就没兴趣去关注
和接触。

令人欣喜的是，相关部门已经
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展了有
针对性的探索。2013 年，王亚平
向全国6000多万名师生进行太空
授课，轰动一时。时隔 8 年，去年
12月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开展太空
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演示了微重
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
液体表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
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吸引了众
多科学爱好者前来打卡和积极参
与，在很多孩子心中撒下探索星辰
大海的种子。

与之同时，一些老师也进行了
积极尝试。浙江安吉一所小学的
科学老师王印带着学生做水火箭
发射实验的视频，就在网上广为流

传，网友纷纷称赞其是在学生心中
播下科学种子的“神仙老师”。

其实，很多科普实验并不需要
什么“高大上”的设备才能进行。
专治学习困难症的“魔法老师”唐
守平，没有复杂的拍摄器材和剪辑
软件，一副老花镜、一部智能手机
就是他链接起互联网的全部硬件
载体。获得网友点赞超一百万的

“静电章鱼”实验视频，他只用了一
截塑料管、餐巾纸、塑料丝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心为之，并
非难事。

“能够把我自己的一技之长让
更多的老师、学生受益，做有意义的
事情就足矣。”通往知识殿堂的道路
上，兴趣就是最好的领路人。“魔法”
课堂的“意外”走红，令人眼前为之
一亮，更值得引发深思。在大力推
行“双减”的背景下，如何寓教于乐、
让教育变得轻松有趣有效，中小学
课堂不妨多一些“奇妙游”。

“魔法课堂”走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胡欣红

狮象灯舞、米塑、面塑、鱼拓……这个暑假，衢州学院200余名青年学子奔走在浙江衢州、宁波、温州，山东荣成、四川成都、广西玉林等

地，寻访百名非遗传承人。从“手工编织”到“剪纸”，从“古法造纸”到“陆氏医验”……衢院学子且学且思，感悟着不同非遗的底蕴和魅力。

据了解，近年来，衢州学院大力推进“非遗进校·三育融通”，这次的“百名学子寻访百名非遗传承人”暑期实践团就是其中内容之一，由

衢州学院团委发起和组建。8月17日，记者采访衢州学院团委书记陈德力，听他讲述这个实践团的由来。

8月初，衢州学院“百名学子寻
访百名非遗传承人”暑期实践团中
的一支小分队，赶往衢州市开化马
金镇徐塘村，拜访狮象灯舞传承人
朱海斌。

“狮象灯舞一般会出现在元宵
节等一些重大节日中，狮象灯舞中
狮、象各有4只，表演狮、象对舞，形
式多种多样。大家会砍来竹子，一
点一点的做成狮象灯……”朱海斌

师傅热情介绍，越说越兴奋，忍不住
现场舞了一段。

实践团成员俞洁被狮象灯舞的
技艺深深吸引，除了努力做笔记，她
还跟着朱海斌师傅的动作，学习起
狮象灯舞。

“在学习狮象灯舞的过程中，我
发现狮象灯舞有着许多不同形式。
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舞步，它们都
有着不同的底蕴及寓意，这些令我

深深着迷，让我为之向往，也更加让
我意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的重要
性。”俞洁告诉记者。

这支暑期实践团的到来，也令狮
象灯舞非遗传承人朱海斌欣喜不
已。“原来还有许多年轻人愿意去了
解非遗，弘扬非遗，让我对狮象灯舞
的传承再次充满信心。”朱海斌说，相
信在未来，在年轻血液的注入下，狮
象灯舞会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这个暑假，俞洁的许多同伴也
行走在探寻非遗的路上。从7月开
始，由衢州学院团委发起和组建的

“多彩非遗 传承有我——百名学子
寻访百名非遗传承人”实践团，将
200余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团员编成
五大组，每组又分为若干小分队，分
赴全国各地。

在温州乐清，实践团成员们感
受了米塑的指尖魅力。揉、捏、掐、
刻、扮，在米塑非遗传承人郑小红的

指导下，活灵活现的米塑作品在他
们的手中成型。

在丽水景宁，实践团成员们学
唱畲族民歌，了解畲族文化，在飞扬
歌声中感受非遗的生命力。

在山东荣成，实践团成员们寻
访面塑传承人，学习面塑的精巧技
艺，醉心于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

在浙江象山，实践团成员们拜
访鱼拓非遗传承人卢圣贵，经过固
定、涂色、拓印等一系列操作，为鱼

留影，让鱼“跃”然纸上。
在温州鹿城，实践团成员们学

习制作皮纸心灯，在传承人林天举
的指导下，细细分纸、布置花草、压
纸、糊灯，体验到让纸发“光”的奇
妙。

从“手工编织”到“剪纸”，从“古
法造纸”到“陆氏医验”，炎炎夏日
里，衢院学子且学且思，感悟着不同
非遗的底蕴和魅力，非遗在大家的
脑海中鲜活起来。

寻访实践，与传承人面对面

走访全国，衢院百名学子探非遗

到家乡去，走进身边的非遗文化

◀杭州萧山，衢州学院学生跟着非
遗传承人学面塑。

▲学生跟着师傅学麦芽糖制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