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澧

旸

1962 年自华南师院

（今“华南

师范大学”）

毕业便至华南师大

（院）

附中

担任物理老师，1984 年起担任华附副校

长主管教学工作。 在近 50 年的职业生涯

中，他始终把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

判断和创造能力放在首位，努力开展好学

生的课外科技活动；在教学实践中，他重

视物理教学实验及其研究。吴澧

旸

还曾参

与广东省高中新课程物理教学资源研究

开发，已通过教育部审查并投入使用。

如今，吴澧

旸

已经退休。尽管如此，他

依然未停止研发物理实验教具。

重视实验教学研究亲手制作教具

幼年时，吴澧

旸

就十分沉迷于“摆弄”

电子元器件，他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做一名

无线电工程师，想为中国无线电事业发展

做贡献。 高中毕业后阴差阳错，他未能进

入第一志愿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而被华

南师院物理学专业所录取。物理学专业要

学习到无线电课程，吴澧

旸

这一门课学得

特别用心。“毕业后被分到华附教物理，我

很快说服自己，即使自己不能成为无线电

工程师，但是我可以培养出更多热爱电子

技术、热爱物理的人。 ”吴澧

旸

回忆道。

抱着这股热情，吴澧

旸

积极投身教育

事业，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

的学科，若只从书本上认识物理学，只到

习题中去应用物理学，必然导致学生的物

理学习因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感到难以

理解而死记硬背， 甚至令学生望而生畏。

在长期的物理教学实践中，吴澧

旸

树立了

一个坚定的信念：好的物理教学实验设计

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关键，是使学生学

习物理化难为易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

学习、研究物理学能力的有效手段，甚至

于教材的深度、广度以及整体水平的提高

都有赖于良好的教学实验设计。为此吴澧

旸

提出了“开放物理实验室”的课外活动

形式，并致力于研发物理实验教具

1992 年前， 全国高中配备用于演示

水波实验现象的教学仪器———发波水槽

存在安装操作困难、 性能不稳定的问题，

吴澧

旸

发挥自己爱“摆弄”电子元器件的

特长，经过多次研究升级，亲自动手做了

多种类型水波实验演示仪器，不仅解决了

上述问题，还亦可演示绳波的干涉现象和

“拍”的现象。

从此以后吴澧

旸

一发不可收拾，多年

来致力于制作各种实验教具， 即使退休

后，他依然没有停止研究，其制作的实验

装置和教具多次获得过厅级以上的奖励，

包括：国家教委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仪器

优秀成果一等奖，四次获广东省中小学教

育创新成果一等奖，获第六、七、八届全国

优秀自制教具评选一等奖和自制教具能

手称号等。花费了他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

中，也有些送给了学校物理科。

努力开展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

在华附任教时，吴澧

旸

不仅是物理老

师、副校长，还曾是航空模型小组和无线

电小组辅导老师。 吴澧

旸

坚信，青少年的

发展潜力是很大的，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

外，为使青少年得到全面和谐而又各具特

长的发展，还必须通过课外活动给他们提

供一个更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发挥其才智

的广阔天地。 吴澧

旸

任职辅导老师期间，

启发和引导学生们独立制作模型、学习组

装收音机、无线电发报及无线电测向等。

吴澧

旸

和这批学生们感情深厚。 现

在，吴澧

旸

当年带的航空模型小组、无线

电小组学生也大多年过半百，他们有的在

国家部委工作， 有的自己在国外开工厂，

有的也像吴澧

旸

一样投身教育事业……

但每逢吴澧

旸

生日或者华附校庆的时候，

有些学生都会相继从海内外飞到广州故

里相聚、共叙师生情。 吴澧

旸

说：“我觉得

在教学上做出成绩、努力培养人才令我颇

感欣慰，其实这同时也是学生培养自己成

长的过程，我从心底里也感谢学生。 ”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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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宋懿龄

，攀岩运动员，女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保持者，华南师范大学

2019

级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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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学生登上女子速度攀岩最高峰

宋懿龄是华南师范大学 2019 级新

生，同时她还是攀岩运动员。 而在今年，宋

懿龄大放异彩，在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

俄罗斯莫斯科站、中国重庆站以及法国霞

慕尼站中先后获三次女子速度赛冠军，其

中在中国重庆站时更是以 7.10 秒的成绩

破世界纪录

（原世界纪录为

7.32

秒）

。

8岁与攀岩结缘 曾被称“宋胖”

2008 年，年仅 8 岁的宋懿龄偶然在一

个商场的门口看见有人在攀岩，当时的她

只是单纯地觉得“爬的时候很好玩”，她就

喜欢上了攀岩这项运动，从此便与攀岩结

下了不解之缘。

2016 年下半年，宋懿龄正式进入国家

队。“当初进国家队的时候我们都叫她‘宋

胖’，我们‘威胁’她如果在一定时间里达

不到目标体重就会把她从国家队‘劝退’。

于是她就开始了她的减重计划，每天仍刻

苦训练，但米饭只吃很少，吃菜都要从水

里涮一下再吃。 ”已教导宋懿龄三年多的

教练张宁回忆起宋懿龄最初进入国家队

的时光，“那时候她只有 15 岁， 但她坚持

下来了，那一段减重时光也让我认识到了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宋懿龄。 ”

从“难度”到“速度” 实现完美转型

同时在宋懿龄刚进入国家队的两三

天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教练在速

度攀岩试课的过程中发现宋懿龄在速度

攀岩上更有天赋，而宋懿龄当时也因为体

重的原因不太适合难度攀岩，于是宋懿龄

从此正式从难度攀岩选手转型为速度攀

岩选手。

转型后的宋懿龄需要适

应“训练三天，休息一天，上

午训练一到两个小时， 下午

训练五个小时左右” 这种高

频率、高强度的训练生活。 但

由于宋懿龄天生乐观的性格，即使有时会

觉得训练很辛苦，但从未觉得是很大的挑

战或难题，只认为是“一直在磨练自己”，

并认真对待每一次的训练。

密集的训练虽然有些辛苦，但却让宋

懿龄在攀岩方面的天赋逐渐展露出来。 而

在训练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宋懿龄与别的

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会追剧、会打“王者”

来放松自己，甚至开玩笑说：“我不玩模拟

攀岩类的游戏，平时训练得多，看到岩壁

都感到有些恶心。 ”

7.101秒，刷新女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宋懿龄终于迎来

了丰收的一年。在今年 4 月 12 日，2019 国

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俄罗斯莫斯科站女

子速度赛决赛中， 宋懿龄发挥出色， 在 4

进 2 的比赛和决赛中分别战胜了俄罗斯

选手尤里娅和法国选手阿努克 2 位世界

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以该次比赛最快

成绩 7.38 秒夺冠。这是宋懿龄第一次获得

国际攀联世界杯的冠军，她回想当时的心

情“其实挺懵的”，并且有满心的震惊。

4 月 26 日，2019 国际攀联世界杯攀

岩赛中国重庆站中，宋懿龄不仅在决赛中

再次获得冠军， 更在 8 进 4 的比赛中，以

7.101 秒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女子速度攀岩

世界纪录，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尤利娅的世

界纪录

（

7.32

秒）

。 而这个辉煌的时刻更是

让宋懿龄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叹。

在当地时间 7 月 12 日，2019 国际攀

联世界杯攀岩赛法国霞慕尼站中，宋懿龄

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夺冠路上的支柱：家人与教练们

一路走来，宋懿龄能获取今日的成就

除了教练们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不懈努

力外，家人的支持与鼓励也是必不可少的

助力。 对此，宋懿龄自豪地表示家人从不

让她操心攀岩以外的事。

她坦言， 攀岩是一项消费较高的运

动，装备费、攀岩场地费以及参加一些比

赛时的费用加起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笔较

大的开销，但是这么多年来，她的家人一

直都在她的背后给予她经济支持，并且每

一场比赛前都会给她打视频电话或者发

信息认真地叮嘱几句加油打气。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郑宇云 杨柳青

人物：

吴澧旸

，中学物理特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曾任华南师大附中副校长

重视物理实验教学 启发学生多动手

吴澧旸平时还热爱收藏收音

机、电影放映机、音响等老物件。

信息时报记者 唐硕 摄

宋懿龄。 通讯员供图

图为宋懿龄（左）

刷新世界纪录瞬间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