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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呈祥”被误解千年

“龙凤呈祥”是一个被误解千年的
词。 凤最早作为楚人的原始图腾，是至
真、至善、至美的象征，是导引人的精魂
“飞登九天、周游八极”的载体。 作为一
个图腾崇拜， 凤原本是不存在性别的。
后人将之与凰组合成“凤凰”，便有了雌
雄之分，凤自然成为一只雄鸟。

我国古老的动物灵崇拜主要有
鸟、龙、犬、虎四类，鸟灵代表着南方的
稻作文化， 龙灵代表着北方草原的游

牧文化，犬灵代表着山地的驯养文化，
虎灵代表着山地的狩猎文化。 在这四
大动物灵中， 尤以鸟灵与龙灵最为突
出，并最终演化成南北两大图腾，即所
谓的“凤翥龙腾”：北方尊龙，谓之龙
腾；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
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两大图腾
“龙凤呈祥”， 在华夏大地并驾齐驱，昭
示着一种祥瑞之气。

历史上楚国曾是世界“第一大国”，

因而凤的地位与影响在当时的南中国
大地上远在龙之上， 而且是“重凤轻
龙”。 人们常言“龙虎斗”，但在先秦艺术
作品中，龙虎从来未曾斗过，倒是在出土
的楚人刺绣、漆器等作品中，“龙凤斗”却
是屡见不鲜。 在楚“龙凤虎纹刺绣”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大凤鸟双足与一龙相
搏，双翅则同时与一龙一虎相斗。

伴随着楚国的逐渐衰落直至灭亡，
北方一直是政治中心， 龙变得唯我独
尊，成了皇权的象征，凤只能作为龙的
从属。 于是，便有了我们在历史剧中看
到的穿着龙袍、坐着龙椅的皇帝，以及
头戴凤冠的皇后。 凤成龙的附属，渐变
为皇后的指代，又稀里糊涂地成为女性
的代名词，让阴阳颠倒几千年。

□ 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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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晓燕

冷清作别的“春季高考”
在中国高考史上，出现过一年两次

高考的情况， 即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
不过，春季高考只实行了数年便在部分
省区市冷清收场。

从 2000 年起， 全国各地开始实行
一年两次高考， 即春季高考和夏季高
考。春季高考的招生原则、招生对象、考
试要求、试题要求、录取方法等都与夏
季高考一致。 不同的是，春季高考以落
榜生和有实践经验的考生为主，录取的
高职（专科）学生较多。

第一年实行春季高考， 各地考生
报名情况没有预想的乐观。 以北京为
例，全市各报名点的报名人数普遍比预
测人数少得多。 当时的东城区预测有
200多人报名，实际只有 58人报名。 当
年参加春季招生的高校有 13 所， 在北
京计划招生 1755 人， 实际报名人数为
1101人。

为什么报名情况如此冷清呢？ 原
来，这次春季高招计划确定时间与报名
时间相距太近，考生们习惯于奔着夏季
高考做准备，忽然要提前考，觉得来不
及。 多数考生心里没底，索性等夏季再
考。 此外，这次招生的专业绝大多数是
高职专业。 有人误认为高职就是职高，
还有人认为高职没有成人高考的政策
宽松，对高职就业前景不了解的考生宁
愿选择考成人高校。

2002 年是春季高考政策实施的第
三年。 从这一年的春季高考起，北京的
高考考试科目实施“3＋X”，所有考试
科目实行地方单独命题方式，夏季高考
也不例外。

这一重要考试政策的推出为春季
高考报名带来了人气。 在东城区报名
点，一上午就来了 200 多个考生，和上
一年同时段报名的个位数考生形成了

鲜明对比。 很多考生表示： 首次推出
“3＋X”，想提前演练一下，考不上，再
参加 7月高考，实战“3＋X”。

那年春季高考， 共有 4968 名考生
走进考场参加考试。 首次亮相的 X 考
题，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高考改革的试点，各界期待的
春招持续升温没有出现。春季高考实行
第六年，遭遇最冷“寒流”，报名数已低
于招生数。

同时，高校因扩招，办学设施日趋
紧张。 而随着成人高等教育、广播电视
大学、网络教育、高教自考等各类高等
教育形式的发展，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
途径已变得多元化。

2005 年 6 月 24 日，北京教育考试
院宣布：从 2006 年起，该市不再进行春
季高考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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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地缘文化”特色 构建校园核心文化
衡东县欧阳遇实验中学 王艳丽

摘要：教育是一项爱心职业，爱是教
育智慧的源泉， 教育之爱体现在教师对
学生的爱上。 我校坐落于湘江河畔，深受
湘江爱意滋润，把“爱之教育文化”构建
成校园核心文化之一， 会让学生受益一
生。 爱应该与教育同在。

关键词： 爱之教育文化 留守儿童
了解呵护 尊重包容 校园核心文化

衡东县欧阳遇实验中学坐落于湘江
河畔的新塘镇欧阳海村， 地处洣水与湘
江交汇口，备受湘江神韵的浸润。 湘江又
称湘水，是一条充满“爱”的河流———娥
皇、 女英是上古神话传说中尧的两个女
儿，也称“皇英”，姐妹同嫁舜帝为妻。 舜
帝南巡，二妃往寻，追至洞庭，闻舜帝死
于苍梧之野，追思痛咽，泪染青竹，竹上
生斑，故称“潇湘竹”或“湘妃竹”，后世因
此称二女为“湘夫人”。

湘江的爱意滋润着欧阳遇实验中学
的一代又一代师生，成为学校“爱之教育
文化”的关键基因。

一、把“爱”撒向每一个学生
教育应该是一种爱心职业。“这种爱

是公平的、平等的、不带功利性的。 如果
是爱学生的聪明，爱学生的长相，爱学生

的成绩，爱学生的表现，爱家长的权势与
地位，这不是爱。 这只是以爱的名义，求
功名之目的， 或者说是势利的典型表
现。 ”

爱每一位学生，需要老师在教育过程
中做到言行不偏不倚、恰如其分。“需要老
师及时进行自我反思，每天说的话做的事
是否会让学生产生误解，甚至让个别学生
感觉受到伤害或侮辱， 形成逆反心理，让
每一个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爱意’。 ”

爱每一位学生， 还要了解每一位学
生。 譬如我教过的一位尹姓学生，刚进校
时，成绩很好但却不愿意与同学交流，跟
父母也不亲近。 通过家访了解到，尹同学
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就外出打工，是由爷
爷奶奶一手带大，平时很少与人交流，养
成了孤僻的性格。 后来，我经常鼓励她在
课堂上回答问题， 并发动班上的学生多
与她交流。 渐渐地，她变得开朗起来，能
与同学打成一片， 还能体谅父母的不容
易，经常主动给他们打电话。

作为老师，如果不爱班上的学生，不
了解尹同学孤僻性格形成的原因， 不去
帮助她， 那她可能只会是一名成绩优秀
的学生，却不能成为一位活泼开朗、阳光

快乐的女孩。
二、特别的爱献给学生中的“特殊

人群”
作为喝着湘江水， 又在湘江之畔执

教的欧阳遇实验中学老师， 更应该将娥
皇、女英对虞舜至死不渝的爱传承下来，
转化为对学生深深的爱。 我校绝大多数
学生是留守儿童， 他们缺乏父母的亲情
呵护和安全感，渴望认同和肯定。

这就更需要老师在生活中全心全意
陪伴他们，爱护他们，哪怕只是几句简单
的话语。 譬如降温之前，可以提醒学生及
时增添衣服，睡觉关好门窗，出门带好雨
伞；在生病时，带他们去医院看病，先垫
付医药费；遇到困难时，耐心帮助他们解
决；发现他们的优点时，及时给予表扬和
肯定。

三、播撒“爱”的智慧
爱的智慧体现在尊重、 包容每一位

学生。 班上曾有位参加升旗仪式时不穿
校服的学生。 我要求他穿好校服，他很排
斥地说“我不穿”。 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和
他的距离势必会越来越远。 我认真倾听
了他的想法， 认同了他对服装搭配的看
法以及校服太普通， 不能体现他自己个

性的观点。 然后， 又给他分析了在校期
间， 在重大集体活动中， 统一着装的好
处。 慢慢地他听进去了，之后再没有出现
过这种情况。

如果老师没有表达对他要求个性着
装看法的认同，那他就有可能没有耐心听
完老师的话； 如果在他冷漠拒绝老师时，
老师没有包容他，师生之间的关系肯定不
再亲密。 这就是尊重包容学生的效果。

注：本文为湖南省“十三 .五”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 《中学校本文化的建构和价
值研究》（课题编号：XJK18CJC020）的最
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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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会遇
到一个让你惦记的老师。
关于老师的电影，《可爱的
你》就像一杯淡淡的清茶，
它的真实与细腻一定会让
你在不知不觉中泪湿衣襟。

《可爱的你》主人公
吕慧红原本是香港一所贵
族学校的校长， 因学校追
求的精英教育与自己以爱

为本的教育初心相去甚远，而选
择了辞职。她偶然从新闻中了解
到，处于偏远山区的元田幼儿园
招生困难， 老师校长都辞职了。
若没有新校长到任，学校将会消
失，5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即将失学。经过一
番思考，吕慧红自告奋勇当上了元田幼儿
园的校长。

《可爱的你》没有全方位地展示何为
好老师， 但有几幕却点明了为人师表的
关键品质：一是关于尊重。 幼儿园的孩子
们因为贫穷都被家长要求带着口罩上
学， 吕慧红初到幼儿园时也同样带着口
罩， 这是她为与孩子们建立平等关系做
出的第一步。二是关于自信。吕慧红没有
强迫孩子们摘掉口罩，而是询问大家，自
己是带着口罩漂亮还是不带口罩漂亮，孩
子们选择了后者。吕慧红坦诚地告诉孩子
们， 自己已经被大家嘲笑为“4500 元校
长”，但依然选择不去遮挡自己，同样孩子
们也可以将口罩摘下，不用担心别人笑话
自己贫穷。 三是关于梦想。 孩子们的梦想
都很普通，吕慧红并没有否定他们，而是
告诉他们“你的能力远远超出你想象”，并
让孩子们把梦想带给亲人，唤起大人们的
美好记忆。

没有复杂的剧情，《可爱的你》 说的就
是在香港这个物质之都， 有一个校长守着
5个孩子，为他们做了种种努力。 故事的原
型直到现在仍然在努力着， 她所在的幼儿
园 6年里招生增加了 11倍。这些孩子是幸
运的， 他们遇上了一位爱他们并教会他们
什么是爱的老师。前路仍是未知，但有了这
份真情的温暖，相信他们不会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