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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教育莫过于爱与陪伴

“少年派”系列报道——

■见习记者 王洁

对于孩子来说，这世上最有用的东西，
是父母温暖的爱与陪伴。

暑假，不少人被国产动画片《哪吒之魔
童降世》圈粉。有人说这部片子之所以成
功，是因为大部分人在哪吒身上找到了自
由，在哪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我命
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若
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其实，哪吒能做
一个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孩子，全赖他有一
对好家长。

拥有温暖的爱的孩子不会变坏

哪吒自小被人当妖魔，受排挤，气愤不
过的他，开始用恶作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内心的愤怒。面对这样的“熊孩子”，哪吒
的妈妈殷夫人，没有劈头盖脸地打骂，更不
是严厉地教育或者是干脆放任对孩子的管
教，而是去接受，用爱去告诉小哪吒，他不
是别人口中的恶魔。“你是灵珠转世，你是
为了造福民众而生的。”

当哪吒被人误解时，作为父亲的李靖
更没有说一些“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你
太讨厌了”之类伤害孩子的话，而是去调查
真相，还孩子清白。甚至为了让儿子能像
其他孩子一样，过一个热闹的生日，他可以
不顾脸面，跪求大家去参加哪吒的生日宴。

拥有父母之爱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
所以影片最后，哪吒最终选择顶起冰山，拯
救了家乡陈塘关的无数百姓，蜕变成为真
正的英雄。

父母最好的教育莫过于陪伴孩子

有位育儿专家说，教育差异最大的原

因不是学校，而是学生的家庭生活。
城区某补习老师小艾有位高二的学生

小杨。小杨父母年轻时在外打拼，将他交
给家里老人带。等到小杨高中时父母两人
辞了工作，专门回家陪他准备高考。结果
儿子小杨拒绝与他们交流，沉迷网络游戏，
英语数学考试成绩个位数。

与小杨截然相反，小沈是家长口中别
人家孩子的典范。同样是高二，小沈参加
第28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获
得不俗成绩，被保送至清华大学。小沈与
父母的关系也特别融洽，拍照的时候他会
很自然地搂着父母的双肩，笑对镜头。

哪吒的妈妈殷夫人会陪哪吒踢要命的
毽子，因为这是她陪伴孩子的一种方式。
沈家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早饭一定要一
家人一起吃，从小沈读小学开始，早餐是一
家人的亲子时光，一家人会在饭桌上交流
前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或有趣见闻。尽管
沈妈妈沈爸爸上班有一个小时车程，但他
家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沈妈妈在谈到儿子教育时表示，在小
沈很小的时候，她就和沈爸爸就教育方式
达成一致意见：做孩子的朋友和学习上的
引导者。用沈妈妈的话讲，夫妻两个都是
小学老师，见过了太多成功或不那么成功
的教育例子，所以他们一直认为：父母最好
的教育就是陪伴孩子！所以他们平时对小
沈讲得最多的是：做你喜欢的事情。

家长传递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塑造出
什么样的孩子。就如李靖和殷夫人传递给
哪吒的思想是不认命和拼搏，所以才有哪
吒那句经典的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

■通讯员 章立锋 记者 朱颖华

在喜迎建校四十周年之际，为充分
展现青年教师“互联网+”教育教学能
力，进一步推进教师依托“互联网+”教
学平台，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10月22日下午，浙江电
大萧山学院举行了“互联网+”课堂教
学展示活动。该院院长胡国良、副院长
黄美初和全院任课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熊烨阗和张政两位老师做了精彩
的30分钟“互联网+”课堂教学展示。
无论是教学方案策划还是实际课堂教
学，两位老师都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
在对电大学生特点进行精准分析的前
提下，贯以“互联网+”教学理念，并融
入思政教育元素。两位老师精心设计
的教学方案、丰富的知识、突出的教学
技能、昂扬的上课激情赢得了老师们的
一致好评。

本次展示活动为该院教师搭建了
一个展示教学技能、彰显教学智慧、交

流教学经验的平台，激励着更多的教师
投身“互联网+”教学改革的研究和实
践，推进着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

融合，推动着课堂教学改革，对提高教
师教学业务水平和促进教师队伍建设
具有积极意义。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开展“互联网+”课堂教学展示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提高教学效果

■通讯员 赵弥

为了提升学校特色内涵，多形式、
多渠道促进竹笛教育的开展，同时也为
了丰富教师们的业余生活，10月24日，
长沙小学开展了2019学年第一次笛子
校本培训，全体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培训分为两部分。首先由该校教
科室主任颜飞老师介绍长沙小学在笛
文化建设上取得的各项丰硕成果。随
后，音乐组的黄林彬老师向大家介绍了
笛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传授了笛子吹
奏的呼吸技巧——胸腹式呼吸法。老

师们一边听一边跟着学，有的还迫不及
待地拿起笛子验证起了新学的技能。
为了让老师们更了解笛子，黄林彬老师
向大家介绍了笛子的构造，以及正确贴
笛膜的方法。随后，黄林彬老师现场拿
出了自制的口笛，给大家演奏了一段，
让老师们对笛子的发声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据悉，长沙小学多年来坚持“以笛
子教学为突破口”，实施艺术特色教育，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学校始终把师资的培养作
为艺术教育的保障，一方面，聘用专职

的笛子专业教师；另一方面，以点带面，
利用校本培训的形式对全体教师进行
笛子吹奏的普及，从而营造出“人人一
根笛、人人能吹笛”的最佳模式。每年，
学校不仅有学生的笛子专场演出，也有
教师客串表演或教职工笛子独奏专场
演出。

“学校开展此次笛子校本培训只是
艺术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小花絮，一所真
正的艺术特色学校，不仅是从硬件环境
上体现出来的，更是从师生的艺术素养
中体现出来的。”该校分管艺术教育的
副校长吴素琴如是说。

长沙小学：丰富竹笛文化提升笛艺技能

活动现场

■文/记者 金钟 图/记者 唐柯

从“搬运工”到公司化运营
全面代理销售瓷砖

自从1978年全面实现改革开放后，
建材行业逐渐兴起。追随者父辈的脚
步，凌建忠顺利地承接瓷砖生意，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几位萧山朋友，开始
把瓷砖生意带到萧山这片沃土上。

1989年，初入萧山的凌建忠带着温
州生产的瓷砖，每隔几天都会乘着拖挂
的大货车，从温州出发，穿过险峰峻岭，
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到达萧山。有时会
因为道路的狭窄或破损甚至会堵上几天
几夜。若不幸遇上大雨天的话，一车货
物就会被泡成废品。

“回想起创业初期，感慨颇多，当时
各方面条件均处于相对落后。”凌建忠说
这话的时候，脸色微红，显然那一段日
子，是他此生之中，最值得回味的日子。

在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机遇
也是对等的。1990年，凌建忠在萧西路
建店，开始经销温州瓷砖，为了节约成
本，站稳脚跟，凌建忠夫妻亲自做搬运
工，每天都要搬几十吨的瓷砖。正是凭
借着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凌建忠的瓷
砖生意越做越火，在市场中崭露头角。

进入到2000年，鹿跃与新明珠企业
签约，开始代理“萨米特陶瓷”，并建立公
司化管理，与不少知名瓷砖企业签订长
期合作关系，开始代理多个瓷砖品牌。

萨米特是鹿跃的主打产品，凌建忠
也被同行称呼一声“萨米特人”。随着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终端消费水平越趋向

于高品质的产品，为客户提供品质优良、
价格适中、花色时尚的产品。萨米特品
牌具备这些条件，而且自萨米特品牌成
立至今20年也始终保持初心，不负消费
者所望。

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公
司提高了生产设备等硬件设施。鹿跃在
萧山瓜沥的仓储公司，从搬运、切割、装
载等基本实现“机器换人”，60吨货物装
载只需40分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抓好产品服务 提高幸福指数

谈到与其他建材销售的区别时，凌
建忠坦言，瓷砖是成品销售，但更多的是
需要服务。瓷砖是一类冷门产品，只有
客户家中装修时才会去关注这类产品，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前对此产品的了解程
度很低。为此，鹿跃在做产品推广时，必
须在售前要做大量的产品介绍工作，还
要进行产品铺贴设计等效果供客户选
择。

“待客户确定方案后，为了确保客户
的数量准确性，我们设计师团队还会上
门为客户文量核实尺寸，进行下一步的
产品加工送货，并且进行铺贴指导等一
系列的服务工作。”

当然，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员工
们的辛勤努力。员工是公司的企业形象
大使，因为顾客所认识的通常都是面前

的员工，许多人都去过麦当劳、肯德基等
快餐店，不是常常看到经理或店长，但每
次都会看到负责结账的员工，所以一个
人对快餐店的想法，一定是那些端餐点
的服务员。

目前，鹿跃公司员工超过200人，工
龄超过10年占比50%。在凌建忠看来，
重视人员管理，留住人才，把员工伺候
好，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使企业立
于不败之地。“他们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一直都为鹿跃辛勤地工作。为此，公司
合理建立奖励和休假制度，提高员工积
极性。若有生活需求，比如买房、买车，
公司都会提供一定的无息贷款，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
到工作中。”

敢于拼搏在钱塘浪尖上奔跑

鹿跃创业至今30年，公司凭着以客
户满意、帮员工提升价值、承担社会责
任、促企业称步发展的四大核心价值观，
克服一切的艰难，一直走到现在。“归功
于萧山这片创业的热土、归功于这个激
情似火的时代、归功于一直支持及信任
我们的新老客户、归功于追随我们几十
年的精兵良将们，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
因素才有我们今天的鹿跃。”

目前，鹿跃在杭州、萧山、绍兴等各
大建材市场设有精品专卖店16家，营业

面积超10000平方米，经销商13家，员
工超过200人。拥有建筑面积达18000
平方米的办公写字楼以及25000平方
米的仓库，储备了40多万平方米的库存
量，为销售部门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保障，
也为家装、工程、设计师、分销商等合作
伙伴提供热情周到的售前、售中、售后服
务奠定了基础。多年来，鹿跃荣获“中
国优秀陶瓷经销商”，萧山地区“诚信建
材企业”等荣誉。

对在萧山这块土地上的成就，凌建
忠认为这离不开萧山企业家的敢为人
先、勇立潮头的精神。他认为，萧山企业
的拼搏精神正如萧山钱江潮水般“奔竞
不息、勇立潮头"。早在九十年代初期,
萧山已位列全国百强县前茅。在过去的
三十年间，萧山企业如万向、传化早已成
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伟大企业。还有
萧山的花木、化纤、汽车配件等众多行业
均领先全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
正是奔竞不息永往向前的钱江湖激励和
鼓舞着他不断去拼搏。

在信息化时代，特别是网店、大数据
的冲击下，凌建忠坦言，未来，鹿跃依然
会按既定方向前行，降低运营成本，以更
好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呈现给消费者。

30载不忘初心感恩有你
——杭州鹿跃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建忠专访

人物简介：凌建忠，杭州鹿

跃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瓷

砖行业 3 0 年，亲身见证了瓷砖

行业的发展。公司在杭州、绍兴

等各大建材市场拥有专卖店1 6

家，经销“萨米特陶瓷”“大唐合

盛”“迪加瓷砖”等多个品牌，经

营面积超过 1 0 0 0 0 平方米，服

务超过3 0万户家庭。

凌建忠近照

萨米特20周年感恩活动火热进行中

10 月，鹿跃·萨米特瓷砖特推

出感恩回馈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中，活动期间进店只需转发朋友圈

“爱我大中国，鹿跃·萨米特瓷砖我为

您代言”即可领取萨米特20周年感恩

礼品一份，详情请咨询店内热线。

活动时间：10月 1日—10月

31日

世纪龙点：萧山通惠北路世纪

建材市场二楼1—201

萧东店：萧山南秀路3188号

（萧东陶瓷品市场对面）

总部店：萧山区鸿宁路458号

鹿跃建材馆

咨询热线：0571—82602323

加盟经销商授权证书

兹授权杭州国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我
公司浙江省萧山区大津泥活力派品牌系列产
品经销商。
有效期：自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店面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999号红宝石广场
建材馆一楼（3号门口）
电话：15857155988
授权单位：北京大津硅藻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大津硅藻泥拥有
八大性能特点

大津硅藻泥是一款天然无污染的墙面环
保材料，具有吸附分解甲醛净化空气、吸音降
噪、呼吸调湿、环保节能等特点，这里介绍下
它的八大性能特点。

天然环保：大津硅湖洞由天然无机矿物
构成，主要材料是优质硅藻土及多种天然矿
物质，因其内部结构充满细微孔隙，被作为过
滤助剂应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净化甲醛：
大津硅藻泥具备独特的微孔结构，硅藻土的
孔隙率高达90%以上，具有优异的物理吸附
功能和离子交换功能，能够吸附甲醛等有机
污染物，给您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吸
湿放湿：大津硅藻泥内墙壁材具有自动调节
室内湿度的特性，在室内的温度上升时，硅藻
土壁材上的超微细孔能够吸收空气中水分，
将其储存起来，如果室内空气中的水分减少、
湿度下降，硅藻土壁材就能将储存在超微细
孔中的水分释放出来。柔色护眼：大津硅藻
泥主要选用无机颜料调色，颜色耐久度高，不
易脱色、变色。无机颜料的柔色性使人不易
产生视觉疲劳，久而久之对保护视力起到间
接作用。防火阻燃：大津硅藻泥是由无机矿
物材料组成，不易燃烧，当温度上升至
1300℃时，只是出现熔融状态。选材放心：
大津硅藻泥未检出游离醛、苯类、可溶性重金
属等有害物质。手工匠造：大津硅藻泥施工
工艺可根据客户不同需求，采用传统匠艺工
法和特殊工具施工完成，饰面机理丰富、效果
自然、质感真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经
久环保：大津硅藻泥主要由无机矿物组成和
调色，长期如新，不脱落，不变形，减少墙面装
修次数，节约居家成本，增加墙面的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