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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梅：三尺讲台育桃李 一片丹心铸师魂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01101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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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工作者”王小梅是丰都县
实验中学语文教师、校长。王小梅在丰都
县内中学辗转从教，耕耘讲坛27年，培育
学生无数，无论是担任任课教师还是校
长，她都尽职尽责，并且不断学习、提升自
我，赢得了广大师生及社会的好评。

春风化雨育桃李

带着对教师职业的憧憬和热爱，王
小梅报考了师范院校。1993年毕业后，
她被分配到了三元镇初级中学校任教，
当上了一名语文老师。

刚站上三尺讲台的时候，王小梅心里
没底，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比那些前辈
更努力、更勤奋。每天早出晚归、精心备
课、细致讲解、用心批阅、潜心反思，久而
久之，王小梅发现，给学生们上语文课是
一件越来越有趣而且幸福的事情。

“语文是有情趣、有温度的。”王小梅认
为，语文的情趣和温度，体现在对语文课程
标准的准确把握上，更体现在对学生主体
地位的尊重上。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和情
感需要，是王小梅始终坚持的理念，正因如

此，她的课堂充溢着生命的温度。
除了尽心尽力上好班级的课程外，王

小梅还致力于推动学校的教科研工作。
“教科研是让教师不懈止步的良方，是提
升学校教学质量的必要环节。”王小梅说。

说起教科研，许多教师对它是热情
极高，但似乎又总是有一团迷雾笼罩在
心头。为了提高教师教科研的实效，王
小梅提出教科研要“少折腾”和“多折腾”
的观点：砍掉不必要的环节，聚焦课堂教
学中的普遍现象和关键问题展开工作，
在形式上“少折腾”，在关键环节上“多折
腾”。在王小梅的带领和努力下，这种

“折腾”见效了，学校许多老师参加教学
技能大赛多次获得奖项。

2019年，王小梅主持创立了“名师
工作室”，培养优秀骨干语文教师，更好
地为教育教学事业做出贡献。

丹心一片润无声

作为一所4000多人的中学“领头
羊”，王小梅想：除了抓好教学质量，教给
学生们知识，还要带给他们一些什么？

她给出的答案是：育人。
“人无德不立，校无德不兴，光抓成

绩的学校一定行走不远。”王小梅根据
“立德树人”总要求，大力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创新性地以剪纸艺术承载“真善
美”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地方优秀文化精
髓，将“唯善呈和”精神和学校读书节结
合，开办了“孝善礼节”系列活动，并在大

型活动中和家长会上汇演，由此形成学
校“孝善礼”校本课程，并成功申报重庆
市“精品课程”。

在育人方面，王小梅除了讲求用文
化凝聚人心、用理念统领学校、用制度规
范管理以外，更讲求以身作则。

学校女老师秦敏突患阑尾炎需要手
术，王小梅得知后立即将其送到医院。手

术没有亲人签字，她说“我签”。术后，她
像大姐姐一样贴心照料，直到病愈。

“王校长说话温婉、待人平和，拥有
暖阳般的微笑，跟她相处，你会感受到满
满的柔情与爱。”秦敏说。

然而，王小梅更有坚毅、勇于担当的一面。
2020年初，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王小梅按县教委的部署如期召开疫
情防控工作会，抛出熬夜制定的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成立领导小组
和防控工作办公室，构建教职工网格化
管理，重新调配寒假值班队伍。其间，她
几乎全天在岗、在线处理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检查报表、审阅简报、查看门岗记
录，慰问居家人员、帮扶贫困学生、参与
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工作……从大的方
案到小的细节，她都亲身参与、过问，使
得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不紊。

不待扬鞭自奋蹄

此次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王小梅感触颇深：“其实，感
触最深的是我们劳动大军的磅礴力量。

与会的2000多个代表来自各行各业，他
们身上充分展示了我们新时代工人阶级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深感骄傲。”

“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面对这
份沉甸甸的荣誉，王小梅认为，这是一种
鼓舞，更是一种鞭策：“这份荣誉对我来
说，既是终点也是起点，荣誉代表过去，荣
誉也提醒自己要踏上新征程，扬帆再出
发。”王小梅表示，她将继续发扬中华民族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为新时期的教
育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会积极践
行新发展理念，时刻牢记立德树人的教育
根本任务，牢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和
宗旨，以高度的责任心、满腔的热情去做
好教师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我会珍惜
荣誉、保持本色、谦虛谨慎、戒骄戒躁，继
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新时代奋斗者，
踏踏实实，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开拓未
来。”王小梅说。

潘锋 白水
图片由丰都县实验中学提供

王小梅查看学生做作业王小梅查看学生做作业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奋斗的青春是什么样？1月11日
晚，中宣部、教育部在CCTV-1联合举
行2020年“最美大学生”“最美辅导员”
发布仪式。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会计专业
大三学生于婷婷获评“最美大学生”。

出生后被遗弃在街头，养父将她抚
育成人；养父病重后，她带着养父一起上
大学；被爱心包围的她，也用感恩之心回
报着社会……1月13日，于婷婷接受重
庆日报记者采访，讲述她不平凡的人生
经历。

养父之恩让她健康成长

开朗爱笑的于婷婷，有一段曲折的
身世。时间回到 1998 年冬，广州，清
晨。合川人于万全走在上班途中，突然
听到街角传来阵阵婴儿哭声。他找到放
在街角的纸箱，里面是一名被遗弃的女
婴。见孩子哭得可怜，于万全用手轻轻
捏了捏孩子的脸蛋，安抚她，孩子立马停
止了哭泣。

善良的于万全决定将孩子带回去。
那一年，他33岁，未婚。于婷婷在广州长
到3岁后被送回合川官渡镇，跟爷爷奶奶
生活。于万全一家十分贫寒，屋里几乎没
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从记事起，于婷婷就
知道自己身世，但她仍叫于万全“爸爸”，
也感受到一家人对她发自内心的爱。

每周，于万全会从广州给她打来电
话，父女俩每次都要聊上好一会。每次
过年，于万全还会给于婷婷买新衣服和
糖果。一年冬天，于婷婷手上长了冻疮，
于万全心疼得不得了，给家里添了取暖器
等家电。而为了省钱，那年春节，于万全
没有回老家过年。于婷婷难受了很久。

爷爷奶奶也很爱于婷婷。爷爷总
是给她碗里塞肉；夏天，奶奶总是摇着
扇子陪她入睡……在一家人爱心的包
围下，于婷婷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她带着重病养父上大学

2014年，奶奶去世了。同年，于万
全被诊断出患有肝硬化及布加氏综合
症。便血、肌无力……身体越来越差的
于万全回到合川，不再出去打工。孝顺
懂事的于婷婷每个周末都回家，扶着爸
爸出门散步，陪他聊天。

2018年，于婷婷考上大学。那时，

高龄的爷爷已被送往养老院。而因为养
育于婷婷，于万全一直没结婚。“爸爸一
个人怎么办？”那个暑假，于婷婷被这个
难题困扰着。

“带着爸爸一起上大学！”于婷婷终
于下定决心。她在学校周围找了一间每
个月只要100元的出租屋，将爸爸安顿
下来。

学校、出租屋、医院，于婷婷开始
“三点一线”的生活。为了节省车费，于
婷婷从来都是步行1小时往返学校和
出租屋。家教、发传单，她靠四处兼职
赚取父女俩的生活费。虽然工作辛苦，

但她从来没耽误过一节课。
“于婷婷刻苦、要强，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会计系党总支书
记吴适告诉记者，于婷婷之前一直没有提
及自己的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家才
得知实情，当时，她的养父已经重病卧床。

学校很快帮于婷婷和养父就近租了
房子，并为于婷婷减免学杂费、安排勤工
助学的岗位。得到学校和社会关爱，于
婷婷越发努力，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社会。

她愿传递爱心延续温暖

担任副班长的她，是“优秀学生干
部”；在学院，她积极参加党支部“讲红色
革命，讲革命精神”活动，在大二时成为
中共预备党员；去年春节，她在老家担任
防疫科普宣传员，将好不容易买来的口
罩赠送给邻里乡亲。她热衷于公益活
动，最喜欢在“四点半课堂”上教孩子们
数学、作文、唱歌。

于婷婷的的感人事迹逐渐被更多人
知晓，她也因此先后被评为“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重庆好人”“最美巴渝·感动重
庆月度人物”。如今，于婷婷正在准备专
升本考试，她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帮助
他们，就像是在帮助曾经的自己。”于婷婷
说，一路走来，她得到了爸爸、爷爷、奶奶
最无私的爱，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
和爱护。前年10月，爸爸去世了，但自己
要将这份滚烫的爱心传递下去。

2020“最美大学生”于婷婷：

“帮助他们，就像在帮助曾经的自己”
于
婷
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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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公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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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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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巫山县的不少市民都听抗美援
朝老兵向朝善讲述过那战火纷飞的
往事。每次故事尾声，向老都会反复
强调：“祖国今天的强大，离不开当年
英烈们的流血牺牲，后辈子孙更应该
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今年88岁的向朝善于1952年1
月入伍，说起那场打出了中国人尊严
的战争，他至今记忆犹新。

初到朝鲜，向朝善被分在志愿军
直属司令部警卫团，任4连1排1班班
长。1954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总
部决定在朝鲜修建烈士陵园。向朝善
所在的连队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7
月的一天，5班从司令部原驻地大榆洞
抬来一副棺椁，上面写着‘毛岸英烈
士’。连长史林下令：‘1班捡毛岸英烈
士尸骨’。”

向朝善和副班长向体元怀着极
其悲痛的心情，流着眼泪从棺椁内将
毛岸英烈士的尸骨一块块捡出，放在
旁边的白绸上，包裹好放入黑色的新
棺内。

向朝善说，按规定，营职以上的
志愿军烈士都要运回沈阳志愿军烈
士陵园安葬。毛岸英属团职以上的
军官，大家按规定把毛岸英烈士的棺
椁送到1公里外的公路边准备运回
祖国。原本只需要6个人抬的棺椁
却让全班12人争着抬。就这样，全

班战士哭着把毛岸英烈士的棺椁抬
到公路边指定的帐篷里。

翌日清晨，连长突然下令，将毛岸
英烈士棺椁抬回烈士陵园。原来，前
一晚毛主席给志愿军总部来电——我
儿毛岸英棺材不能运回祖国，要和无
数为抗美援朝牺牲的中华优秀儿女埋
在一起。就这样，向朝善和战士们奉
命将毛岸英与133位烈士埋在一起，
并在坟前立了一块花岗岩碑，正面刻
着郭沫若题写的“毛岸英同志之墓”，
背面篆刻着碑文。

烈士陵园修好后，向朝善向组织
申请留下来守墓，他想和烈士们待在
一起，像亲人一样多和他们说说话。

“周总理说：‘世界处处有青山，青山
处处好埋骨’，我要留在他们牺牲的
地方陪伴他们，让他们不会孤独，我
要让这里成为青山，告慰他们的在天
之灵，让后辈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他们
的英雄壮举。”

向朝善这一留就是3年。3年
里，他带领1班的战友一起挥锄抡
镐、植树种花，让荒山变绿地；3年
里，无论白天黑夜，每每遇到刮风下
雨，他都要到陵园仔细巡查，看屋瓦
是否漏雨，看树木能否挡风。

3年守护，向朝善以一片丹心守候
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完成了对战友
们的告慰，直到1957年才回到祖国。

60余年间，向朝善从未放下过这
134位战友，他带着他们对和平的向往
与憧憬活下来，努力让自己的子孙与
年轻一代始终记得这些“最可爱的
人”，好好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
如今，亲眼见证祖国强大，这位老兵越
发觉得当年的流血付出是值得的。

抗美援朝老兵向朝善：

青山厚土上守护忠烈英魂

1月12日，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
爱”走进武隆区石桥苗族土家族乡中
心小学校，为孩子们送去帽子、围巾、
手套等爱心织物，图为志愿者为孩子
戴上帽子。

收到礼物后，11岁的袁雅玲非常
开心，“戴上帽子就不怕大风吹了，戴
上手套冻疮就好得快。谢谢大家的

礼物，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去帮助别
人。”说话时，女孩的笑容暖极了。

“全市有29个区县4万多名编织
志愿者参与进来。”红樱桃义工协会会
长罗伟林介绍，除了爱心织物，还有不
少爱心单位为孩子们带来了保温杯、
玩偶、温暖包、各类运动器材等物资。
记者 张莎 崔力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冬日针爱”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1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
悉，市教委、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力
社保局日前联合印发了《重庆市师范生
公费教育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明确了公费师范生的选拔录取、公
费培养、履约任教等相关政策。

怎么招？提前择优选拔优秀
高中、初中毕业生

《实施细则》明确，公费师范生包括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部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生和重庆市公费师范生。

《实施细则》明确，部属师范大学公
费师范生招生录取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
执行。

重庆市农村小学全科教师面向优秀
高中毕业生招生，实行本科提前批次录
取。重庆市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重点面
向优秀初中毕业生招生，纳入到全市普
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由市教委统一组
织；探索实行面向优秀高中毕业生的本
科层次提前批录取，逐步提高幼儿园教

师培养层次。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
质、职业倾向和从教潜质，择优选拔乐
教、适教的优秀高中、初中毕业生进行公
费培养。

重庆籍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入
学报到前，须与部属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教
委签订《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明确三方
权利和义务。重庆市公费师范生入学报
到前，须与培养高校、区县教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签订《重庆市公费师范生定
向培养协议》，明确四方权利和义务。

怎么进入、退出？入学1年内
可申请转入或退出

《实施细则》明确，部属师范大学公
费师范生进入、退出按照教育部公费师
范生教育相关政策执行。

重庆市公费师范生的进入、退出，对
于有志从教并符合转专业条件的非公
费、非师范类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1年
内，经公开选拔、竞争择优，可在核定的
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内，经培养高校和
签约区县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同意，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备案
后转入重庆市公费师范生相关专业，签
订协议并由学校按相关标准返还学费、
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

录取后经考察不适合从教的公费师
范生，在入学1年内，按照规定退还已享
受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补助，并由所
在学校根据当年高考成绩（学前教育公
费师范生根据当年中考成绩）将其调整
到符合录取条件的其他专业，如果达不
到其他专业当年录取条件，可调整到学
校当年录取的最低分专业。

怎么就业？专项招聘落实任
教岗位

《实施细则》明确，重庆籍部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一般回重庆市中
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下同）
任教。由相关部门组织专项招聘，通过
双向选择等方式为每位毕业的部属师范
大学公费师范生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

重庆市公费师范生通过专项招聘的
方式招聘到签约区县学校任教。农村小

学全科教师到农村乡镇及以下小学任
教，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到区县政府举
办幼儿园任教。由相关部门制定专项招
聘方案，为通过招聘程序的毕业生落实
聘用后任教服务所需岗位和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细则》指出，公
费师范生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不
少于6年。鼓励、支持公费师范生长期
从教、终身从教。公费师范生要严格履
行协议，未按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的，须退还已享受的公费教育费用并缴
纳违约金。

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按协议履
约任教满一学期后，可免试攻读非全日
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重庆市公费师范
生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不得报考脱产
研究生。

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在协议规
定服务期内，经市教育部门同意后，可在
本市学校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重庆市公费师范生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
服务期满3年，按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可在
签订协议区县学校间流动。

公费师范生录取、培养、任教有细则了
免学费、住宿费还有生活费补助 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不少于6年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
公司慈云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龚敏
机构编码：00000550011601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交通路综合楼2-5#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慈福街D幢40号、42号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9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4752545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
分险种的查勘和理赔。

发证日期：2021年1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区

支公司平桥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亚军
机构编码：000005500232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平桥镇东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平桥镇百顺路255号第一

层、第二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538 联系电话：1398330756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
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
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区

支公司桐梓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余友玉
机构编码：000005500232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商华街147号、30号

2-1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516 联系电话：1399657980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
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武隆区支

公司鸭江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茂生
机构编码：000005500232008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鸭江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武隆区鸭江镇金龙街174号附3号、

174号2-1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534 联系电话：1399678864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
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支

公司复兴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黄亦男
机构编码：00000550010901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复兴镇新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北培区复兴街道泰和路294号（跃1）、

294号（跃2）、296号（跃2）、298号（跃2）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741019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

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
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勘查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3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