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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杨景辉奔走于中山、
连州、佛山等地，其实有一个共同
的目的:希望能把 IE（启发潜能）教
育引进大陆。每次来中山，他都会
向校长们描绘 IE学校发展模式蓝
图，中山已有学校拟出了“启发潜
能教育”计划书，杨景辉看完后就
很多细节问题与各校行政领导进
行了交流，提出一些宝贵的指导意
见。

“每个学生都是有潜能的，我们
做教师的，就是要激发他们的潜能，
而不是让他们都朝着学业优秀这个
单一目标前进。”杨景辉认为，“真正
教育的目标是智慧与品格”，学校文
化的创建应使学生品格卓越和成绩
卓越。 他说， 和内地交流了这么多
年， 最大的感触是这里的学生成绩
都很好，但过分注重成绩。

杨景辉介绍说，香港二十一世
纪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培养“乐善
勇敢”的一代新人，即乐于学习，善
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实践，让每
个人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都
有全面而个性的发展，能够一生不
断自学、思考、探索和应变。他认
为，学校教育是提升学生的整体知
识与能力水平，以及培养正确的价
值观和态度，帮助学生奠定终生学

习、全人发展的基础。如何才能达
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
推行 IE 教育了。”他说，所谓启发
潜能教育， 基本模式是少教多学，
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应当与学生
多互动、多鼓励，关注学习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
感悟。

为了促进两地间的教育交流，
杨景辉除了自己来中山外，还介绍
中山的老师们去香港学习交流，并
曾经请来英国的教育专家义务到
中山来指导。“中山也有很多教育
经验值得香港学习，我们的交流是
双向的，并不仅仅是单向的。”杨景
辉欣慰地表示，近些年来，他看到
中山不少学校越来越重视通识教
育、公民教育，对此他很高兴，他认
为，两地的背景不同，不能照搬另
一处的教学模式，重要的是在交流
中互相促进。

而杨景辉对于中山教育的影
响，并不仅仅在于他引进的教育理
念， 更在于他对教育的执着和热
情。 他从事教育工作近三十年，热
情从来没有减退过， 正是这种热
情，才促使他在周末的时候也能把
空闲时间用于做教育“义工”。雍景
园小学校长郑凤姚就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杨先生对我们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他无私地把先进的
教育理念引进内地，还把对教育的
热情传给所有用心做教育的人。”
她说，学校的老师和杨景辉先生都
很熟，每次学校有什么规划课题之
类，都会听听他的意见。他最爱做
的事，就是和老师们在一起尽情地
聊天，聊课堂聊教学聊学生，这样
老师们无形中得到的启发，往往比
听一堂专门的讲座更多。

“他每次来都跟我说，我在这
只能呆一天，多安排点事给我做。”
郑凤姚感慨地说，来了这么多次中
山，可杨先生连孙中山故居都没有
去过，因为他每次来都只想抓紧时
间做点事， 腾不出时间到处逛逛。
问及他对中山的印象， 他笑着说：
“其实我阿妈就是中山人，中山嘛，
空气好， 节奏慢， 吃的东西都很
靓！”

如此奔波于两地之间，会不会
觉得累呢？对于这个疑问，杨景辉
的答案是：“做自己中意的事，怎么
会累呢？” 当记者问到：“您以后每
个月还会坚持抽空来中山么？”他
笑着回答：“当然会， 直到有一天，
中山的学校已经不再需要我了，我
再去别的需要我的地方。”

香港人杨景辉的双城生活

乐做中山编外教师
周六一清早，在香港教育局任

职的杨景辉就坐上了从香港开往

中山的车，然后来到中山东区的一
所学校，为老师们做一场有关潜能
教育的讲座， 下午和老师互动，临
近傍晚， 又马不停蹄地搭车回香
港。这样的事，偶尔为之也许并不
稀罕，稀罕的是，杨景辉从 2008 年
开始， 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一趟中
山，数年来风雨不改，坚持推动两
地间的教育交流，并把香港的先进
教育理念带到中山，东区很多学校
都把他当成了学校的“编外教师”。

不少中山老师对杨景辉都很

景仰，在他们眼里，杨景辉身上最
打动人的，是他对教育的热忱和无
私奉献，而这些，正是一个教育工
作者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诗经》经典句

早上在香港， 中午到中山，在
很多人心目中，这样的双城生活还
只是美好蓝图，杨景辉先生却几乎
每个月都会抽一天践行这种双城
生活。只不过，他往返于香港中山
之间，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
度假， 而是为了到中山来做 “义
工”。

9月的一个周六，在中山东区
雍景园小学的校园内，杨景辉先生
给全校老师做了一堂主题为“如何
进行启发潜能教育” 的互动讲座。
几小时讲座杨景辉都是站着说的，
我发现他连水也没喝过一杯。几个
小时他都充满激情，说话又诙谐生
动，所以在座参与这次活动的老师
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
或做笔记，收获很大。午饭之后，杨
景辉顾不上休息，又来到雍景园幼
儿园，和老师们进行互动，共同探
讨在幼儿中推行启发潜能教育的

可能性。这样忙碌了一天后，他还
得去赶中山到香港的车，以便晚上
能和在香港的家人团聚。

“我的经历，说明了读书还是
能改变命运的。” 杨景辉出生于香
港一个普通家庭， 幼时家境贫寒，
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公屋里，但他
母亲十分重视子女们的教育，因
此，杨家的几个孩子大多受到了良
好的教育。 杨景辉从学校毕业后，
先是进入中学教书，几年后因表现
出色，调到了香港教育局，从业二
十多年，都是在从事和教育有关的
工作。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景
辉认识了中山东区的几位校长，经
过交流后，他发现中山教育人思想
很开明，对外来的教育理念也求知
若渴。于是，他决定到中山来做“义
工”， 把多年来在香港探索出的一
些教育理念和经验介绍给中山的

学校。“我其实在连州、佛山、广州
等地都做过， 中山对于我来说，是
一个特别适合做义工的地方。”杨
景辉说，中山挺好的，一是学校都
很重视，每次来了校长和老师都会
积极地和他互动，在交流中碰撞出
火花；二是离香港近，当天可往返，
这样他在做义工之余，还能在周末
的晚上和家人团聚。

从那以后，杨景辉几乎每个月
都要来一次中山，数年来几乎深入
了东区的每一所学校，通过举办讲
座、为老师们培训、考察教学效果
等，逐渐把香港的教育特色和理念
引入中山。他这样做纯粹是一项义
举，因为他往返两地的交通费都是
自己掏钱的，而且不收酬劳。采访
中， 他坚持不让记者提及他的职
务，他说：“我不是什么香港教育局
的官员，我就是一名义工，你们中
山叫做志愿者的。”

■从香港到中山只为做义工

杨景辉以导师和教练的角色，为雍景园幼儿园的全体教师提供“启发潜能教育”的培训。

■把经验传递给用心做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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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杨国儒

哈哈！这是令人亢奋的诗句，喝酒之人这下可以引经
据典，举杯痛饮，一醉方休了，况且还是一种文化承传！

其实，《诗经》并不全是深奥孤僻，还有不少这样世俗
语句。

《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
无归。”意思是：浓浓的夜露啊，不见太阳不会蒸发；和悦安
闲的夜晚饮酒呀，不到大醉不回家！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古人甚能喝酒，因为小说都是这么
写的。后来才知道是“厚古薄今”。

上古时代的酒是发酵酒，其度数不超过二十度，一般
为十度左右。在宋代，发酵酒仍是宫廷用酒，品质上乘的为
御酒，但在民间，已经存在蒸馏酒。元朝时，北方游牧民族
把蒸馏酒技术带入中原，高度数白酒才得以普及。至明朝，
又回到了香醇浓郁的发酵酒时代。但到清朝，因满族人的
饮酒习惯，入口辛辣的高度白酒重又盛行。

周代人喝酒有诸多讲究，据《尚书·酒诰 》记载 ，主要
有：祭祀时可以饮酒；平时少饮，以节约粮食；禁止聚众饮
酒；禁止过度饮酒等。

古代饮酒礼仪主要为：“拜”———做出拜的动作；“祭”
———把酒倒出一些在地上 ；“啐 ”———品赏酒味 ；“卒爵 ”
———仰杯而尽。主人敬客人叫酬，客人回敬叫酢，客人互敬
叫旅酬，依次敬叫行酒。

在商代，帝王贵族饮酒成风，有名的暴君商纣王就曾
下令用酒倒满池子，将肉割成块状挂在林子，并使裸体男
女相互追逐嬉戏，边喝、边玩。成语“酒池肉林”就是从纣王
这种糜烂荒淫引申而来。

古代文人与酒又是别样因缘，酒给他们灵感、想象，更
给他们柔情和无畏。借酒吟诗，酒名不让诗名；酒入诗中，
诗里弥漫酒气。

如陶渊明就是无客自饮的好酒之人，并作有饮酒诗数
篇，就算是田园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细品之下，
亦能尝到淡淡的菊花酒香。

如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李白，
几乎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其“五花马，千金裘，唤儿将
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名句，简直就是一坛烈酒，闻
闻都醉！

这正是：樽酒寄情，把盏论文；文字下酒，醉也风流。
几千年来，人类就从未离开过一个酒字，既熟悉它，又

读不懂它：
它可酬志，亦可颓废；
它可壮体，亦可伤身；
它可催情，亦可乱性；
它能让你才华盖世，还能令你才疏学浅；
它能使你流芳千古，还可陷你遗臭万年；
它是功德无量的精灵，也是恶念罪盈的魔鬼。
嗟乎！古今之酒，酿的可是世俗文化、文人情怀、人间

世故、官场百态矣。

本期人物：杨景辉

杨景辉往返于香港中山之间，不是为
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度假，而是为了到中
山来做“义工”。这缘于多年前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认识了中山东区的几位校长，交
流后发现，中山教育人思想很开明，对外
来的教育理念也求知若渴。

香港印象

香港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城市，节奏
快，生活压力大，平时上班时间也很忙，基
本很少有空闲的时候。走在街上一看就知
道，香港人走路都是很快的 ，竞争大 。可
是，香港的义工文化却很发达，很多人都
会选择在节假日做义工。

中山印象

其实来中山很多次了，但对中山的印
象并不是很深。因为每次来都是直接去学
校，从来没有在大街小巷转过。不过坐车
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座很漂亮很休
闲的城市，空气好，走在街上，人们的步伐
都慢悠悠的，比香港人活得从容多了。

交流剪影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5 时拍卖

中山市新顺成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公司现
有经营项目为位于中山市横栏镇 岐江公路侧商业住
宅土地使用权一宗，土地面积 29312.1 平方米，容积
率≤3.5。拍卖保证金 2500 万元。详细资料请与拍卖
公司联系。

有竞买意向者请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 16 时前
将保证金交拍卖公司指定账户（保证金到账有效）及
携带竞买人资料到该公司办妥竞买手续（拍卖会当
日不接受竞买登记）

标的展示时间：2014 年 10 月 26、27 日，电话预
约，资料备索。

拍卖机构：中山市兴港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沙边路 18 号之一
联系电话：0760-85337189 李先生

88284146 传真
中山市兴港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 10 月 25 日

土 地 竞 投 公 告
一、土地概况：本地块为商业用地，位于海洲中心黄金商业地

段中兴大道北路（海洲健身广场对面，即原粤港酒楼地块），面积
约为：23.38亩，折算为：15586.1平方米，用地范围内包括一栋五
层总建筑面积约为6421.59平方米的建筑物。
二、报名条件：凡有意参加招租的单位与个人均可参加报名。
三、竞投价：起拍价为人民币40万元每年每亩，租赁期为20

年，保证金为人民币400万元（成交后转为合同定金，未成交的
则七日内无息退回）
四、竞标报名
（1）报名时间：2014年 10月 27日至 2014 年 11 月 4日

下午4时（以投标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2）报名地点：海洲村民委员会三楼物业办
五、投标时间、地点
投标时间：2014年11月5日上午10时
投标地点：海洲村民委员会二楼会议室
六、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760-22316732 魏小姐、13500149872 袁生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民委员会
中山市银山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遗失声明
广东胜龙核电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442000201209290357ZX3412 号，地

址：中山市南区树涌工业园，建设面积：14883.72 平方米。

特此声明

2014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排列三”“排列五”第14２89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4、8
“排列五”中奖号码：0、4、8、4、5
兑奖时间从2014年10月24日起至2014年１０月２3日止。

“七星彩”第14１2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8、9、1、8、9、2
兑奖时间从2014年10月24日起至2014年１０月２3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4289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10）、（18）、（22）、（32）、（34）、（35）
特别号码：（1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4289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4）、（7）、（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4289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19）、（马）、（秋）、（西）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好消息：双色球5亿元派奖活动火热开启，同时对一等奖、二等奖进行
派奖，从2014年10月24日起，连续40期，每期增加1000万元对一等奖进
行派奖，2元可中1500万元；从2014年12月10日起，连续20期，每期增加
500万元对中得幸运蓝色球号码的二等奖进行派奖。中国福利彩票，爱
心成就梦想。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