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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人

人物：

尧波阳

，林和派出所民警。

把课堂“搬”进博物馆

上有温度的历史课

人物：

黄穗文

，广州中学初中历史学科主任。

3 月底， 正在值班的林和派出所民

警尧波阳突然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电

话中一个女声焦急地表示自己错转了

20 万，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时间一分一

秒地过，“20 万”的下落不明。 民警尧波

阳立马赶往现场。

市民大意误转 20万元

姚女士的丈夫是广州人。 这天，两

人和往常一般搭乘动车从深圳来到广

州。 为了及时还贷，两人在动车上利用

手机操作转账。 大约过了 10 分钟，姚女

士才反应过来， 自己错转了 20 万元到

陌生人的账户。 两人走出广州东站后马

上赶到就近的农行。

不巧的是，当天恰逢周末，银行未

营业。 姚女士和丈夫坐在紫荆路农行前

的台阶上焦急万分地等待。 卡里的 20

万元， 是他们正准备用来还贷的钱，十

分紧急。 两夫妻就怕这笔钱打了水漂，

有去无回。 无奈之下，姚女士当时只好

选择报警。

不一会儿，林和派出所民警尧波阳

驱车赶到了现场。 经过详细询问，尧波

阳排除了双方存在经济、 债务等纠纷，

并且双方彼此也不相识，确定了这不是

一起电信诈骗案，而是一个由于市民大

意误转账的事情。

原来， 夫妇俩在网络平台购物时，

曾经向商户文女士的账户转账。 因此手

机保留了该账户的历史记录，由于粗心

大意，姚女士和丈夫并没有再三核实转

账账户信息， 一不小心，20 万元就被转

入陌生账户。

两地警方合作追回

根据夫妇提供的转账账户信息，尧

波阳查到了该账户的户主是山西晋中

的文女士。 尧波阳尝试拨打她的电话，

“你好， 我是广州天河公安分局林和派

出所的民警，你的银行账户是否有收到

20 万元……”这一来一回的语气，如同

电信诈骗案的开场白一般。 电话那边文

女士对尧波阳的身份半信半疑。

“那我回去确认一下。 ”对方挂断了

电话。 尧波阳觉得 20 万元的事情还有

机会———至少对方没有直接挂断电话，

咬定自己是骗子。

但随后的几通电话，尧波阳却再也

打不通了。 他担心事情会有变数，因为

这 20 万一旦被花了， 就算姚女士追诉

到法院，也需要等待一段相对漫长的时

间才能追回。 情况紧急，他立即请示副

所长李涛。 在副所长李涛的安排协调

下，尧波阳与山西省晋中市介西分局崔

河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 当地警方经过

核实情况之后， 确认尧波阳身份属实，

两地警方开展起了合作。

几乎每一天，尧波阳的手机都会收

到夫妇俩发来的信息。 这几天，夫妇俩

过得异常煎熬。 尧波阳也理解，他明白

自己要及时回复信息，告知每天的新动

态， 才能让夫妇俩的精神压力小一些，

减轻他的压力，减轻他们的担忧。

五天来，两地警方通力合作。 最后

在崔河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文女士将

20 万元转回原账户。 消失的“20 万元”

终于一分不差得转了回来，夫妇俩心里

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我的心情由丢失钱财的悲伤变为

现在的感激之情。 特别是人民警察为民

排忧解难的办事效率， 要给一百个赞！

尧警官一身正气，是急群众所急一心为

民的好警察。 ”在给林和派出所的感谢

信，姚女士这样写到。

“好党员、好警察”的初心不变

尧波阳大学时就已经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 在本科毕业之后，他继续考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生。“成为一

名人民警察”， 始终是尧波阳心底里的

梦想。 工作五年来，他真切地体会到了

这份工作的荣誉，也感受到了荣誉背后

的要付出的艰辛。

在他身上，有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警

察的双重身份。 尧波阳说，他的初心很

简单，就是做一名好的共产党员和一名

好的人民警察。 这两个“好”字不容易，

需要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累积好点点滴

滴才能够兑换。

“警察这份职业是为人民服务，成

就大我，牺牲小我的职业。 要为老百姓

干实事。 在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办的，那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办，办不了

的事情，我们也会指引市民去相关部门

去处理这个事情。 ”尧波阳说，只要多一

点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

能真真切切为老百姓办实事， 做好事。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当学生们在课间津津乐道于热播

电视剧里的“戏说”“穿越”，历史课堂上

老师的照本宣科还能激起多少涟漪？ 在

广州中学，有一位历史老师，她一改传

统的说教形式，打破课堂壁垒，领着学

生行走在广州各个博物馆、 纪念馆中，

与学生一起在“博物”中博“悟”世界，让

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其不断成长。 她就是

广州中学历史教师、初中历史学科主任

黄穗文。

将课堂“搬”进博物馆，活用教育资源

在谈及如何走上从教之路时，黄穗

文笑言，自己的父亲、姑妈、姨妈都是教

师，家庭的熏陶使做教师的种子早早埋

在她心中。 加上从小喜欢游览名胜古

迹、听长辈讲历史典故，因此在高考时，

黄穗文主动报考了师范学校的历史专

业。 1988 年大学毕业后，黄穗文进入广

州中学

（原广州市第四十七中）

，如愿成

为了一名历史教师，在教育的这片热土

上挥洒自己的光和热。

从教 33 年， 黄穗文在课堂教学的

创新上做了许多尝试， 如课堂辩论、社

区实践等教学形式都曾被她引进课堂。

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她最终锁定了博

物馆资源。 自 2014 年起，黄穗文在抓好

常规教学的基础上，开设了“粤走粤广”

特色研学课程，利用寒暑假带学生参观

广州各个博物馆、纪念馆。“我们广州是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岭南文

化中心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改

革开放前沿地， 有着丰富的博物馆资

源。 这些资源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黄穗

文说。

在课程开发和研究的过程中，黄穗

文参阅了不少的书籍和文献，跑遍了广

州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并根据教学要

求进行课程化设计。 在沙面大街，她带

着学生边欣赏 19 世纪末建造的欧式建

筑，边了解广州的近代史；在陈家祠里，

她带着学生们近距离观察岭南建筑结

构，倾听传统宗祠育人故事；在永庆坊，

她带着学生们认识广州地域特色

（西

关 ）

文化元素，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与

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这些年，黄穗

文还带着学生打卡了冼星海故居、南越

王宫博物馆、黄埔古巷、镇海楼等地。 在

她眼里，每一个历史地标，都是一个蕴

藏丰富的教育资源库。

在参观的过程中，学生并不是走马

观花式的被动参与。 课前，黄穗文会提

前给学生设置任务清单并给出具体的

建议，引导他们带着问题去探究、思考。

慢慢地，黄穗文发现，学生的视野得到

了扩展，也逐渐养成了鉴证识史、论从

史出的证据意识，这样的教学效果让她

惊喜不已。 历史学习变得更立体化，而

不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

带学生走入红色景点，“身临其

境”学党史

随着“粤走粤广”研学活动的持续

深入开展，每次都会吸引不少同校外班

的孩子及家长追随。 为了让更多学生受

益，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自 2019 年

起，历史研学成为了广州中学一项品牌

活动。 除了本校学生参与，还吸引了其

他中学师生们的积极响应。 作为活动的

策划人和组织者，黄穗文努力创新活动

形式，鼓励学生们走出校园，走入广州

的历史地标，“身临其境”地学历史。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进一

步激发学生们的爱党爱国热情，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今年广州中学的研学之旅

以“英雄广州·红色传承”为主题，包括

广州中学在内的 12 所中学共 80 多名

学生，在黄穗文和一众领队老师的引导

下，开启百年党史探寻之旅。 学生们利

用周末参观农讲所、 广州起义指挥旧

部、广州十中小红楼等红色地标，追寻

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让爱国主义精神

扎根心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是最

好的营养剂。 ”黄穗文说，她将继续努力

做好今年百年党史探寻之旅的各项工

作，让学生更加地充分参与进来，既增

加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也让他们边

走边看、边学边思考，铭记先辈的革命

遗志，用实际行动谱写如何做“时代新

人”的新篇章。

信息时报记者 曾雯雯

坚守党员初心 做人民好警察

黄穗文和学生在一起。 信息时报记者 曾雯雯 摄

尧波阳在执勤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