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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老師

好老師育人有道
17 載收學生書信千封

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

最幸福？
最幸福
？ 被學生

喜歡的老師。
喜歡的老師
。 重慶市求精中學初中語文教
師張紅燕教書 17 年了
年了，
， 因為她滿懷柔情
因為她滿懷柔情，
，

學生紛紛給她寫書信。
學生紛紛給她寫書信
。 在學生們眼中
在學生們眼中，
，老

張紅燕的臉上總是掛着溫暖的
笑容，舉手投足彬彬有禮。

來到辦公室，她迫不及待地展示着
她珍藏多年的寶貝——一封封學生
給她寫的信。張紅燕戲稱，這是學
生們寫給她的「情書」。

寫信更容易敞開心扉

■張紅燕
張紅燕（
（右三
右三）
）和
學生一起給同學過生
日。
網上圖片

「這只是其中一部分，家裡還有
更多。」張紅燕笑瞇瞇地介紹着一
封封信的來歷。「這是上一屆的學
生寫的，她初三就轉走了，想我的
時候就給我寫了一封信……」、
「這是現在正在帶的班上同學寫
的，訴說她的苦惱……」張紅燕

三斤左右，今年弄 10 條刀魚，平均下來在
二斤左右。
顧俊介紹說，一両以下行內叫毛刀，比
牠稍微大一點是一両到両半的，叫小中
刀，一両五到一両九刀魚的叫大中刀。
「所有二両以上的刀我們統貨，就叫大刀
魚。譬如說今早我們在船上，大刀魚拿價
已經超過4,000元。」

每隔兩三年一個循環
顧俊說，今年大刀少，就是業內所說的
「小年」，每隔兩三年就有這樣一個循
環，不過，按照經驗，經歷「小年」之
後，明年應該是一個豐收的大年。
南通江鮮店老闆說，今年他們飯店的刀
魚最貴時賣到每斤6,680元，依然有不少外
地的食客慕名而來。

燕 」，
」，即使千封書
即使千封書
信都難以表達學生
■張紅燕展示了一部分學生
寫給她的書信。
寫給她的書信
。
網上圖片

們對她的愛。
們對她的愛
。
■華龍網

說，儘
管寫信不
能像當面交流一樣隨
時觀察學生的反應
等，但這種有溫度的表
達方式更容易敞開彼此
的心扉，讓學生接受。
她不僅自己給學生寫，還購買各
種漂亮的收納袋、便箋、日記本等
發給學生，讓他們隨時隨地可以給
她、父母、任課老師、學哥學姐。
在她保存的學生來信和紙條中，
有的學生在畢業的時候，將一些很
美的句子記錄了滿滿一筆記本送給
她。「希望學生將愛與恨都通過文

字說出來，學生擁有
愛的能力，就是擁有
幸福的能力。」張紅燕
說。
「教語文，不僅僅是成
績，更多的是情懷和素
養。」作為一名語文老師，張紅燕
希望學生在學習更多知識的同時，
能學到一種生活的態度，希望教會
學生們要幸福、善良，更要學會分
享。
家長經常跟張紅燕說，學生們常
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你怎
麼不像張老師一樣……」張紅燕已
經成了學生們的偶像。

自費出書記錄學生點滴
除了一堆「情書」，張紅燕還展示
着幾本書。這是她自掏腰包出的書，
「絕版，僅此一份」。這些書裡面有
的是文集，是學生寫的好作文，也有
學生給張紅燕寫的信，和學生們在一
起的照片，一些美麗的風景……
在兩年的時間裡，她一共出了 5
本書。「我希望把自己生活中的點
點滴滴，還有和學生們在一起的時
刻都記錄下來。」張紅燕笑着說：
「等我老了，退休了，一邊唸着孩
子們給我寫的信，一邊翻着這些
書，我覺得會很有意義。」

赴 10 省市拍「看中國
看中國」
」
百名外國青年參與

魚小量勁減 長江刀魚售價過萬
產量少又美味的長江刀魚一向是饕客追
逐的高價食材。相比去年，今年長江刀魚
的價格飆升至每斤上萬元（人民幣．下
同）。多位刀魚從業者表示，今年刀魚產
量非常低，刀魚偏少，導致價格偏高，但
相信明年會是豐收年。
刀魚，又稱刀鱭，是一種洄游魚類。刀
魚與河豚、鰣魚並稱為「長江三鮮」，又
因肉味鮮美、脂肪多，細嫩豐腴而位列三
鮮之首。每年春季，刀魚會從河口溯江而
上進入江、湖中產卵繁殖，清明節前，為
食用刀魚的最佳時期，因而價格大漲。
江蘇南通梅林春曉集團顧俊稱：「今年
刀魚是我做刀魚 20 年以來，產量最低的一
年，第一次賣到一萬以上，生平第一
次。」
有漁民稱，去年平均下來弄 10 條刀魚都

師是他們親愛的「燕

2018「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啟動
儀式暨第四屆「看中國．金目獎」頒獎禮，
昨日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據北師大資深教
授、會林文化基金理事長、「看中國」創始
人、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黃會林介
紹，2018「看中國」年度主題為「生態．生
物．生活」，邀請了來自35個國家的100位
外國青年參與項目。他們將分別前往10個省
市自治區深入體驗觀察，每人拍攝一部10分
鐘的紀錄短片，呈現生態中國。
自 2011 年至今，「看中國」活動已成功
舉辦七屆。黃會林表示，今屆共邀請了俄羅
斯、印度、巴西、意大利等35個國家的100
名外國青年踏上「看中國」之旅。在未來的
三個月，他們將在中方義工一對一協助下，
落地北京、廣東珠海及深圳、重慶、湖北、
遼寧、貴州、江蘇、青海、河北、內蒙古等

■大刀魚 視頻截圖
一份來自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
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1973 年長江刀魚頂
峰產量達3,745噸，隨後逐年銳減，刀魚幼
體受水質污染和過度捕撈，資源每況愈
下。1983 年為 370 噸左右，2002 年的產量
已不足百噸，2003 年後基本維持在 50 噸左
右。2013 年，上海、江蘇、安徽三地的長
江刀魚被列入國家保護範圍。
■澎湃新聞/《科技日報》

北汽本月推新升級能源車
 /
香港
文 匯 報 訊

（通訊員 羅洪嘯
北京報道）北汽集

■2018「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
昨日在北京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進行拍攝。通過外國青年的鏡頭，呈現出一
個獨特、多樣的生態中國。
另外，為推動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第
五屆「金目獎」主辦方將面向全社會發起
「看中國．紀錄短片競賽單元」，同時面
向「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外國參
與者發起「看中國．徵文競賽單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深圳電博會吸逾百企參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第六屆中國電子信
息博覽會（CITE2018）昨天在
深圳舉行，吸引了包括康佳、
創 維 、 TCL、 海 爾 、 海 信 、 維
信 諾 、 LG、 OPPO、 vivo 等 上
百家海內外電子信息國際名企
參展，展示了包括最高端的智
能機器人、柔性屏、電動汽車
技術、智能手機等數十件世界
領先性的專利技術。工業和信
息化部部長苗圩、副部長羅
文、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等國
家部委及深圳主要官員出席開

幕式並發表講話。

逾5000新產品亮相
第六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以
「智領新時代 慧享新生活」為
主題，展覽展示面積逾 10 萬平方
米 ， 吸 引 了 超 過 2,000 家 參 展
商，同期將舉辦逾 100 場的行業
研討活動，展會現場將發佈超過
5,000件新產品新技術。據組委會
統計，截至昨天閉館，入場專業
觀眾數量近 4 萬人，預計整個展
期入場觀眾將遠超 10 萬人次的預
估數量。

團旗下新能源板塊
正計劃提升整體品
■北汽新能源
管理層連慶峰
（右）、李一
秀（左）接受
記者採訪。
香港文匯報
北京傳真

牌來保持競爭優
勢，以防守來自互
聯網和跨國車企兩
股造車新勢力的挑
戰。

北京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一
秀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北汽

新能源將在 4 月 25 日開幕的北京車展上推出人工
智能新能源車 EU5，從這款車以後，北汽系能源
產品將一路向上，在人工智能網聯、無人駕駛上
發力，到2020年希望北汽新能源的高端品牌能夠
引領新能源產品的梯隊。
對於互聯網造車新勢力和跨國車企在新能源汽車
領域的發力，北京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

書記連慶峰表示，國際大品牌車企不管是基礎、技
術實力還是投入，北汽新能源是沒有辦法跟他們競
爭的，所以一定要走出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就是
以電動化作為突破口，帶來全新的造車理念、平台
研發、研發流程、製造引領、銷售服務網絡模式以
及商業生態，這才能給世界汽車工業帶來新機會。

以電動化作為發展突破口
新能源汽車售價高於傳統汽車、充電樁配套不

足、二手車流轉等問題一直是其發展的掣肘，對
此北汽新能源已在籌備一套解決方案。

擬推車電價值分離產品
李一秀透露，新能源汽車價格高的主要原因在
電池，10 月份北汽新能源會推出車電價值分離的
產品，電池採取租賃、換電等模式。屆時車價會
與同級別汽車價格相當，除去電池後新能源汽車
的二手車評估也會更為容易。

任正非：華為沒做區塊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華為近日和深
圳市簽署「扎根深圳，展望未來」合作協議，華
為總裁任正非表示，公司的成長得益於內地改革
開放，得益於深圳領先的營商環境，未來華為將
繼續扎根深圳，推進深圳總部轉型升級，通過華
為的國際化發展，向世界講好深圳企業創新創業
故事，進一步擴大深圳的國際影響力。

「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
任正非當天見媒體時，直言「華為從來沒有外
遷，都是謠言，華為的總部基地永遠在深圳。」
面對當下熱火朝天的「獨角獸」和新經濟，他肯
定地表示，華為不會搞多元化，會始終堅守自己

的主航道，華為的主營業務還是在運營商。
談及多個競爭對手都在 5G 領域佈局，任正非
透露，公司業務部門希望 5G 更快商用可以多賣
一些產品，不過他個人認為，如果華為做出了成
熟的技術產品，但是社會需求沒有發展到我們想
像的程度，投入進去的意義就沒有那麼大，科學
技術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會需求已經產生。他不
認為 5G 現在有很大的市場空間，「因為需求沒
有完全產生。」

主力研究人工智能
近年華為的研發費用投入佔銷售收入的 15%左
右，談及未來公司的研發還會投向哪些創新領域，

■工業和信息化
部部長苗圩（前
排右二）參觀第
六屆中國電子信
息博覽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 攝

任正非透露，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礎研究、人
工智能部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
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數據，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
術，是極難的，這些都是很難突破的，華為要跟隨
世界的投入前進，同步世界的發展；在人工智能領
域則主要做基礎研究，用於改進內部管理，如果要
運用到產品上，還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和距離。
對於前沿科學，華為研發實行先「開一槍，讓
子彈飛一會」，看到線索再「打一炮」，只需要
小範圍研究討論就能決定；如果攻「城牆口」需
要投入「范弗里特彈藥量」（意指巨額成本的投
入），由高層集體決策。任正非透露， 「區塊
鏈」對於華為來說，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

丘鈦夥成都企業建智能製造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
都報道）成都高新區與香港丘鈦
科技（1478.HK）、成都西緯科
技有限公司簽訂合作諒解備忘
錄，三方將共建「丘鈦—西緯智
能製造聯合實驗室」，在高端裝
備製造和人工智能領域等方面展
開合作。智能製造聯合實驗室將
以有限責任公司模式運營，丘鈦
科技和西緯科技將注資 1,000 萬

美元。丘鈦科技將利用海外背景
和全球夥伴關係在業務拓展及國
際合作領域給予支持；西緯科技
則為實驗室提供技術支持，全面
負責實驗室的運營。丘鈦科技是
全球前三的攝像頭模組製造商和
指紋識別模組製造商，西緯科技
是內地領先的移動平台計算攝影
解決方案供應商，在光學產品、
影像領域有着領先的技術優勢。

甘泉堡打造絲路「創業硅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2012 年獲批為國家級
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烏魯木齊甘泉
堡經濟技術開發區今年將圍繞新
發展理念「二次創業」，打造
「絲路經濟帶上的創業硅谷」。

這個綠色交通智能製造產業園
項目建設內容包括「雲軌」車
輛、軌道樑、道岔等核心部件生
產廠，打造西部綠色交通智能製
造中心，產品輻射我國西部、中
亞和西亞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