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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星期六，早
上7点，在深圳盐田区沙头角壹海城 U
站 旁 中 央 公 园 的 大 榕 树 下 ，《大 学》

《中庸》《论语》等经典在这里准时被大
声朗诵。

每周六、周日早上 7 点至 8 点半，有
耄耋老者、有稚嫩幼童，不分男女老少、不
分晴天细雨，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在
大榕树下、在双拥公园河边参与公益经典
能量诵读活动。

今年11岁的林园小学三年级学生谢
瑾瑶，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经典诵读活
动。“孩子很喜欢这个活动，除了经典诵读
外，回家还会找其他经典图书阅读。”谢瑾
瑶的爸爸认为，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大人
能借机温习经典，增加亲子互动，孩子可
以养成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习学书院院长刘洋介绍，2014 年 4
月开始，习学书院与盐田区机关幼儿园合
作，开展国学小讲堂，将传统文化以寓教
于乐的方式精彩演绎，受到孩子、家长的
喜爱和认可，从最初的 1 个班 9 个孩子，

发展到今天的 2 个班 132 个孩子。家长
们反映，孩子的礼仪和行为习惯发生了很
大变化。

习学书院还经常举办公益经典亲子
共读班走进社区活动，通过大手牵小手，
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经典、系统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提升了孩子的气质涵
养，培养了孩子的定力，也增加了孩子与

家长间的情感交流，让父母和孩子在经典
诵读中感受到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善向上
力量。共读班从最初仅有7个家庭参与，
发展到现在每期1000个左右家庭参加，
受益人群接近3万人次。

“读经典、明事理、立人格，是书院的
宗旨。”刘洋说，经典诵读活动已开展 7
年，由 2012 年初期的 1 名老师发展到今

天有 21 名专职老师、近 200 名爱好中华
传统文化的家长义工。习学书院的经典
诵读、亲子共读、千人诵读、绘本阅读、国
学小讲堂、家长课堂等已覆盖盐田区 13
所中小学、30所幼儿园、19个社区，参与
各相关课堂人数达6万人次。

据介绍，经典诵读活动免费对所有盐
田辖区居民开放，免费发书、免费教学。
参与社区居民在老师的带领下，将诵读与
健身相结合，深受居民喜爱，已有近2万
人次参与了传统文化诵读活动，每年举办
相关经典诵读课堂及活动达700余场次，
参与的居民和学生受益匪浅，好评如潮。
自2013年开始，每年年底举办的“盐田区
千人经典诵读”活动，场面异常壮观。

润物细无声，在细微处见精神。“齐诵国
学经典，深受辖区居民的喜爱，前来参加的
居民越来越多。”盐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董
秀表示，国学经典传承行动之经典诵读、亲
子共读、千人诵读已在盐田辖区常态化。

“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
所以修身。”董秀说，盐田区千人经典诵
读及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活动已发展成为
盐田区特有的文化品牌。

大榕树下传来经典诵读声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习学书院组织的公益经典能量诵读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侯宁是北京海淀区居民，在国
家图书馆工作。她的家庭由父母、
夫妻、儿女 6 口人组成，三世同堂。
多年来，侯宁一家秉持“品味书香，
乐享发明，润泽社会”的家风，家庭
成员热爱发明创造，是一个幸福的
学习创新型家庭。

到 2017 年底，全家共有 35 项
国家专利，而且是人人有专利，获得
了首届科技公民创新创意大赛中唯
一的“发明创新家庭”称号。

2014年5月的一天，侯宁一家
人在电视里看到：3 岁女童患了罕
见的“贲门失弛缓症”，无法咀嚼进
食，其父亲只能将食物嚼烂，再嘴对
嘴喂给她，被称为“喂食爸爸”。

看后侯宁的母亲提议：“不如把
我们做的流食辅助器寄给他一个
吧？”这个流食辅助器是侯宁和母亲
一起设计的，起初是因为父亲做口
腔手术后，需要进流食，却因为嘴上
没劲而进食困难。母女二人合力发
明了这个装置，解决了父亲的进食
问题。

将做好的流食辅助器寄给“喂
食爸爸”后，很快收到了对方的感谢
短信，说这个小机器解决了他们的
大困难。侯宁的母亲高兴得落泪，感觉自己的人生很有
价值。

用小发明解决生活难题只是侯宁家庭发明生活的
一小部分。2003 年“非典”，侯宁设计出医护人员专用
面罩，方案发往防控指挥部，受到指挥部重视，这件事
鼓舞了侯宁，也成为侯宁一家人走向发明创新之路的
起点。看到孩子落井施救困难设计“深井智能救生
器”；早在社会关注雾霾之前，就设计了个人吸烟过滤
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南方大旱之时，设计并在自
家使用家庭中水自动回用装置，每月节水3吨……侯宁
全家所拥有的35项专利无一不是来自于对社会的关注
和对生活的热爱。

侯宁说，其实有的构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她主
导发明的家庭中水自动回用装置，一开始只是想着把中
水存起来冲马桶用，但是怎么才能既节约用水又能十分
便利地使用，用多大的水泵，水箱里的水如何储存、过滤
和流通，如何控制水压，水箱底部如何清洁等，用了大半
年的时间才一一改造好。

“以前觉得发明离我们很遥远，后来不自觉地参与进
来，一家人互相提供思路，一起动手制作，在讨论交流中
还可以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家庭氛围。”侯宁的丈夫沙太宝
说，“这样的家庭氛围对孩子思维的影响特别大，使他们
敢于去想、去动手，这是发明过程中带来的无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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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伟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有一座
哨所建立在高耸入云的山脊上。这里是
我国西藏边防卓拉哨所，海拔4687米，被
称为“挂在天上的哨所”。半个多世纪以
来，一批批边防官兵坚守在此，战天斗地，
他们称自己是顶天立地的兵。

“这里有我，请祖国放心”

当年，第一代哨所官兵带着一把炒
米、一顶帐篷、一面党旗进驻卓拉，他们吃
干菜、咽冰雪、抗严寒，在雪山顶上升起了
第一面国旗，建起了第一座哨楼。

现任哨长田立冬说，“来到卓拉才能
更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是具体的、鲜活
的。一代代哨兵坚守在这里，就是为了让
祖国和人民放心”。

下士李真豪对去年的一次巡逻记忆
犹新。那天是他23岁生日，哨里的巡逻
名单另有人选，可李真豪认为，过生日需
要有仪式感，在巡逻路上庆生更有意义。

在卓拉，风无一日停，终年雪横行。
那天出发不久，天空便咆哮失态，大风卷
着雪花，漫天飘飘洒洒。尽管有雨衣遮
挡，可风雪太大、无孔不入，哨兵们的衣袖
和脖颈很快钻进雪粒，先化成水，后结
成冰。

“这场雪，估计要下到晚上……”李真
豪把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他本想提
醒大家，在极端条件下继续前行十分危
险，但一想到“巡逻必须到点到位”的哨
训，他欲言又止。

队伍沉默前进。为了节省体力，大家
除了相互提醒“小心”外，绝不多言。划
伤，蹭伤，撞伤……一路上，李真豪多次挂
彩，但他没喊一声，因为自己又多了一道

“光荣疤”，这是军旅给予战士最好的生日
礼物。

到达哨点后，李真豪用带血的手在雪
地里画了一幅雄鸡版图，特别标出北京和
卓拉两个地名。站在雪山望北京，他许下
三个心愿：一愿父母身体健康，二愿哨所
早日接通市电，三愿祖国繁荣昌盛。

卓拉哨兵誓死履职的故事不胜枚
举。前年某夜，哨所的电话线遭到雷击，
无法与上级通联。要命的是，当晚恰巧有
份边情要呈送。“特殊边情不能‘过夜’！”
时任哨长孙少周果断决策，采用人工传
递。彼时，晚风烈、夜雪急，他连滚带爬下
山，片刻不敢耽搁。

卓拉的户外根本不适宜活动，可哨
兵们不满足于观察室得来的数据，而是
在风口山巅寻找最佳观察点位。有一
次，驻地气温突降，一夜起来，雪墙比
人还高。四级军士长杨东儒仰望被雪覆
盖的一号哨位，动了心思。他取来工兵
锹一顿猛铲，劳作 3 个小时，终于铲出
一条 20 米长的雪路，建立了移动观察
哨。来到目的地，杨东儒顾不上大口喘
气，立刻瞪眼执勤。甭看观察点简陋无
名，可出自这个制高点的观察口确实管
用，被边防团推广。

“负重前行，只为岁月静好”

在这个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哨兵
们无时不战备，无日不练兵。他们坚信，
只有练就坚强的体魄和过硬的本领，才能

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年官兵组织拔点战斗演练，恰逢友

邻单位到哨所进行战场勘察。山脊上乱
石嶙峋，积雪没膝，两边是深渊，稍有不慎
就会跌落山崖。

正当大家为演练官兵捏把汗时，忽然
一名战士冲锋途中脚下一滑，额头磕在石
头上，顿时血流不止。但他没有丝毫停
留，起身继续战斗，演练结束发现这名战
士胸前的迷彩一片鲜红，考察团成员无不
肃然起敬，纷纷竖起大拇指。

豁出去、敢拼命，是卓拉官兵的制胜
密码。每天早晨，哨兵们用刚从户外取来
的寒雪化水洗漱。听到口令，大家全都把
头扎进盆中，进行憋气练习，值班员持表
督训，读秒报时。有的哨兵觉得用雪水洗
脸不过瘾，甚至用雪搓澡，突破身体承受
极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抗缺
氧、耐严寒能力。

卓拉哨所建在山巅的乱石堆上，缺乏
专用训练场，哨兵们便因地制宜开展军事
训练：这里晚上多会下雪，空地常被冻住，
他们便经常组织铲雪、破冰活动，寓训于
乐，强化体能；开通索道前，哨里通过下山
背菜，反复冲击“绝望坡”，锤炼攀登技巧；
他们活用周边怪石林立的特殊地形地貌，
开展障碍训练和战术训练；鉴于靶子不能
出国，他们就在哨楼内竖起微型靶练射击
……官兵们把练兵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去年开山后，上级对全哨进行军事训练考
核，成绩总评为良好。3名换防下岗的战
士还作为训练尖子代表连队参加团里的
军事比武。

每个岗位都是成长舞台

翻看卓拉的风云榜你会发现，这里就
像一个“梦工厂”，一茬茬哨兵在此完成成
长的蜕变，实现人生的价值。

以前，卓拉有个特殊竞技项目：吃饭
比赛。此举为的是让哨兵多进食，保持良
好体魄。上等兵夏梦鑫入伍前是家中宝，
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动手能
力极差。上哨后，立志玩转三尺灶台的
他，翻烹饪书籍，打电话到各炊事班拜师，
扎扎实实学习炊技。很快，他既能玩转锅
碗瓢盆、刀叉铲勺，又能调和油盐酱醋、米

面果蔬，成为哨里的首席“大厨”。
上士苏枫的军旅第一站是装甲部队，

他在较短的时间便成为二级坦克射击手，
是“指哪打哪”的优秀射手。后来，他被组
织选中，参加驾驶员培训，成了既能驾车，
又能操炮的双面手。尽管在原单位出尽
风头，可换防来到卓拉后，苏枫却有了“本
领恐慌”。由于之前所学在哨位根本发挥
不了作用，他环顾雪山，感到茫然。排长
罗培从苏枫的眼神里读出了困惑，于是鼓
励他瞄准哨所建设所需，学习新的技能。
机会很快出现：上级选拔卫生员，借此提
高各独立驻防点的防病治病能力。苏枫
报名参训，不仅以优异成绩结业，而且通
过了卫生员护理中级考核。回到单位后，
他成了哨所的“健康顾问”，战友们有啥疑
难杂症求助他，一般都能药到病除。

通信“大拿”孙少周专业过硬全团闻
名，每年上级组织培训、比武，他都是“金
牌教员”首选。为此，不少单位向他伸出
橄榄枝，甚至有地方公司放话：只要他肯
跳槽，立马高薪录用。可他始终不为所
动，坚守哨所10余年，退伍前为哨所带出
2名后备力量，留下10余本技术笔记，至
今仍造福守哨官兵。

四级军士长韩乃德，不仅是哨所的政
治小教员，还是哨所的文化辅导员。不少
卓拉哨兵想退伍后继续建功第二故乡，恰
巧西藏自治区有政策，欢迎优秀退伍军人
报考地方院校，培养高原人才。韩乃德
在哨所设立备考书桌，悉心辅导战友，助
其一臂之力。如今，从卓拉下来考取地
方公务员的退伍老兵有的已经走上领导
岗位。

卓拉离天很近，离湖却很远，用水难题
一直困扰着哨兵。在漫长的封山季，自然
可以取雪化水，可开山后，需要远程取水。
为了省去背水一环，让战友聚力戍边，四级
军士长杨东儒在屋顶与楼道间梯次设置管
道，收雨进箱，集露入桶。大家说起“东儒
牌”集雨设备就滔滔不绝。

“哨所就是我们的家”

2017 年底，时任哨长嘎桑次仁的爱
人来队探亲，面对苍茫天路和头顶掠过的
雄鹰，她上山探亲成了难题。团里特事特

办，决定借助机械开道。团领导主动出面
协调，就近调来推土机铲雪开道，让“护花
小分队”沿着车辙前行。推土机掀翻云天
雪海，大家默默跟进，哪知开山不足2公
里，推土机就“掉链子”，进退不得……

对卓拉哨兵而言，这样的挫败感，只
不过加了一个“又”字。去年春节，军嫂钟
小霞跨越万水千山进藏过年，团党委决定
再次出动铲雪装备，专门为她打通雪道。
喜讯通过电波传到哨所，全哨官兵迅速除
雪清障，开道迎亲。装载机来到“卡脖子”
处，迅速铲雪破冰，一支“护花小分队”手
持工兵铲、十字镐等工具，配合清道。就
在大家干劲十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驾
驶员倒车放雪，装载机的后轮陷进雪窟窿
打滑，不敢踩油门冲刺，靠军车牵绳助力
才脱险。首次铲雪失败，次日再战也因雪
崩而放弃，最终，钟小霞被漫天风雪隔在
了“最后一公里”之外。

有人问钟小霞后不后悔当军嫂，她用
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天
上哨所有一群，人间难得几回见，但他们
是最可爱的人！”她还想建一个边防军嫂
姐妹群，改变那些“哨兵可爱不可嫁”的
观念。

卓拉所在边防连指导员陈龙说，守哨
官兵心中装着两个家，一个在故乡，那里
有父母、有妻儿；另一个在哨所，这里有战
友、有使命。

老兵段新林探亲休假在家，心却留在
了哨所。回家第一晚，望着窗外雨势正
浓，自言自语地说：“发电机不知盖好了
没，要是淋雨那就糟了！”看到屋里的旋转
拖布桶又说：“哨所战友冬天用手洗拖布
又脏又凉，要是有这个东西就好了！”陪孩
子逛街，他却在花店不挪步，缠着商家咨
询高海拔花卉种植技巧。假期结束归队
时，他装了满满两大箱哨所紧缺物资，家
人笑他是想把家搬到哨所去。他却一本
正经地说：“哨所本来就是家！”

戍边生活辛苦，官兵们报之以歌。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化
石头……这里的思念藏在心头，这里的
尊严高昂着头……哪怕风似刀来山如
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这首歌经常
在卓拉山头响起，歌名叫作《我站立的
地方是中国》。

“ 挂 在 天 上 的 哨 所 ”
——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卓拉哨所官兵矢志奉献接力戍边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西藏军区海拔4687米的卓拉哨所官兵“五一”期间在执勤。 罗 凯摄

今年 50 岁的张光文是贵州省大方县果瓦乡人，
1989年从贵州毕节农校农学专业毕业后，张光文结合当
地适宜天麻生长的实际，开始研究和推广天麻种植。
1993年，张光文在老家果瓦乡大寨村、茶元村一带引导
70多户村民人工种植天麻喜获丰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麻师”。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推广天麻种植技术，2002年，张

光文筹集20多万元资金在大方县城关镇（现大方县慕俄
格古镇街道办事处）建设天麻菌种生产基地。多年来，张
光文跑遍湖北、陕西、云南等地考察学习，终于在菌种制
种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天麻产量和质量有了保障。

如今，张光文的天麻种植基地每年生产天麻菌种近
400万袋、鲜麻近100吨。在张光文的带领下，曾经的大
寨村因家家户户种植天麻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天麻
村”，全县种植天麻面积近 5 万亩，每年产鲜麻 2000
余吨。

让青山变“金山”
罗大富摄影报道

在贵州毕节市乌蒙腾菌业菌种基地实验室，张光文
正检查天麻菌种成长情况。张光文带头成立的菌种生产
基地生产的优质伴生菌种不仅供应本地，还销往全国其
他天麻主产区。

张光文（中）在检查天麻烘干情况。“在全国只要有
天麻种植的地方，就一定有我生产的种子。看到天麻种
植得到大范围推广，我打心眼里开心，让青山变‘金山’
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张光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