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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为充
分展示新时代重庆人民教师教书
育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委共同发起重庆市第二
届“寻找最美教师”活动，拟在全
市选树一批优秀教师典型，宣传
他们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引导
广大教师切实增强职业荣誉感和
责任感，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
的良好风尚。

本次活动共评选“最美教
师”100名，“最美乡村学校少年
宫辅导员”100名，“最美校长”
50名，活动从9月上旬持续至12
月下旬，含典型推荐、市级评审、
媒体公示、宣传推广等环节，在
全市教师队伍中进行深度挖
掘、广泛宣传，真正把工作扎
实、成绩突出、群众认可的教师
典型，尤其是农村教师典型推荐
出来。

据了解，“最美教师”将在从
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5年以上的

老师中遴选产生，寻找出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教学能力过硬、
教学态度勤勉、教学方法科学，师
德高尚，深受师生和家长的欢迎
和好评的好老师。

“最美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
员”将从坚守农村教育教学一线
的老师中遴选产生，对于他们扎
根乡村，乐于奉献，积极投身乡村
学校少年宫课程辅导，主动参与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
承地方非遗等方面的贡献予以表
扬。

“最美校长”重在政治立场坚
定、教育理念先进、办学成效显
著。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活动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
要抓手，是深化文明校园创建工
作的有力举措，将加强宣传力度，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最美教师”
的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关心教
育、支持教育、尊师重教的良好社
会氛围。

重庆市第二届
“寻找最美教师”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凌漪）9
月 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
获悉，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
在各区县(自治县)有关单位推选
的基础上，经市特级教师专家评
审委员会评审，市政府决定授予
覃跃武等100名教师“特级教师”
称号。

重庆授予100名教师
“特级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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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峰村长溪村小地所处的山脊像一艘冲向乌江的船，因此被叫作“船脑壳”。 通讯员 李惠 摄/视觉重庆

□郑劲松

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代表回信，勉励他们“真正
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并向
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
和诚挚的祝福。

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双减”背景下，社会对
老师教书育人提出了更高的期
待。对老师而言，“双减”不是简
单的减法，而是课堂质量的提
升，这是一种内涵式的“加码”。
好老师就应该“好”在课堂上，真
正做到“向 45 分钟要质量”。道
理显而易见：如果45分钟已经让
学生“吃饱”“吃好”“高营养”，还
要那么多课外作业“加餐”干什
么？

令人欣慰的是，2018 年全

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教育的
“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
心、回归梦想”和“五育共举”已
成共识。在中小学，紧扣课堂
的“磨课”“赛课”蔚然成风。一
位年轻的中学语文教师在朋友
圈写道：“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孩子也睡着了，打开书，一个语
文老师的学习开始了”。笔者
问道：“‘双减’了，还这么累？”
她的回答同样令人欣慰：“双减
了，但课堂质量要求更高了，马
虎不得，必须充电！”往上翻她
的朋友圈，是 9 月 1 日开学第一
天下午的“延时服务”，几个学
生和她在草坪里讨论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结束时，她在每个
同学的新书扉页写上一句祝福
语，师生一起合影、唱歌、跳舞，
其乐融融……

好老师的好课堂就应该这
样：课上课下，在快乐、从容中获
得知识。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课
堂，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好老师就是要“好”在课堂上

南川“急难愁盼”无小事 一件一件都办实

西城街道会峰村重新通客车后，学生上学更加方便。 摄/黎明

今年以来，南川区坚持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推动实际工作、为群众办实
事、解决民生问题相结合，深入开展

“以实学促实干、以实干出实绩”行
动，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广泛征集民生需求和意见建议
4123条，梳理形成区级民生实事69
项、区级部门和乡镇（街道）民生实事
2599 项、基层党组织民生实事 795
项，一件一件抓落实，变“问题清单”
为“销号清单”，为广大群众带来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截至目前，该区69件区级民生实
事已完成14件，完成50%及以上的
37 件；区级部门和乡镇（街道）的
2599 件民生实事已全面完成 1141
件，完成50%及以上的1336件；基层
党组织的795件民生实事也有序有
效推进。

24小时响应
成立专班解决“供水难”

位于大观生态园的中海黎香湖
项目，是南川康养度假的一张名片，
这里常住居民达到1600多户，每年
还要接待20多万人次的游客。

去年年底以来，该片区供水水源
由水库更换为大观水厂，供水水质虽

然提高了，但停水、水压小等问题却
时有发生。特别是今年入夏以来，前
来避暑度假的居民越来越多，抱怨时
有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水厂设施配
套落后导致的供应难以稳定。在广
泛收集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开发企业
采取多举措临时保障供水，并于8月
17日将“供水难”的问题集中反映给
南川区相关部门。8月18日，南川区

政府便组织召开专题工作会研究黎
香湖区域供水问题，并当即成立了由
区领导任组长的工作小组，以确保快
速解决、彻底解决。

“目前，已确定了‘双管道、双电
源、双水厂’的供水保障解决方案，即
新增一条供水主管网、新添一套备用
电源设备、改造或新建一座备用水
厂。”中海黎香湖项目负责人朗洪波
介绍，目前，政府新的备用电源设备

已经采购到位，正在泵房内调试安
装，预计10月可正常运行；新增的主
管道也正在加速建设，计划明年上半
年可以建成投用；新的水厂正在做相
关前期论证工作，有望明年正式开
建。

南川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快速
反应，得到了开发企业和居民们的高
度认可。

补齐弱项短板
一事一议解决“出行难”

“以前上学、放学，走路要走一个
多小时，现在坐班车便可以直达。”新
学期开学，家住会峰村、在沿塘小学
读书的20多名小朋友，终于圆了坐
车上学、放学的梦想。

会峰村距离南川城区15公里，
是西城街道辖区较为偏僻的乡村。
前些年，途经该村的客运班车因经营
困难而停运，导致该村群众只能通过
步行、自驾、搭便车等方式，自己想办
法进出村，非常不方便。

“通客车，是全村群众的强烈要
求，街道了解情况后，想方设法把这
个问题解决了。”会峰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主任熊敏说。

今年4月，该街道主动联系客运

公司，反映群众的诉求，通过政策补
贴、优化路线等方式，恢复了南川城
区到会峰村的客运班车，每天3班，往
返6趟，解决了该村2000多人的出行
难题。

今年以来，南川区还陆续开通了
福寿镇农胜村、马鬃村的通村客车，
南川至金佛山北坡的客运专线，方便
了8000多人的出行。

为大力解决“出行难”，南川区不
断提升路网建设，共建成“四好农村
路”2600多公里，184个行政村通畅
率达到100%，1226个村民小组通达
率达到100%。今年，南川还计划建
设“四好农村路”200公里，涉及的公
路条数多达180多条，以“查漏补缺”
的方式进一步强弱项、补短板，优化
南川的乡村路网体系。

回应“老有所养”
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提升

“这里都是老年人，我们共同语
言多，还可以一起唱歌跳舞，也不用
自己做饭、做清洁，这才真正是养老
生活。”今年7月底，东城街道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刚开业，70多岁的杨奶奶
便住了进来，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把
亲家薛奶奶也拉了进来一起住。

作为南川首家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东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设
有32张养老服务床位，为入住老人
提供食宿、医护、娱乐等一站式服
务，同时也为社区其他居家老人提
供个人清洁、助餐、人文关怀等上门
服务。

该中心开业1个多月，便吸引了
20多名老人入住，入住率超过60%。
鉴于需求量巨大，该中心立即实施了
改扩建工程，预计明年将新增86张床
位。

“粗略估计，东城街道80岁以上
的老人有700人左右，全区60岁以上
老人的占比接近20%，养老服务供
给，已经成为众多群众的关注点和诉
求点。”东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主任潘泽明认为，提高养老服务供给
能力、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正是
回应群众所盼所思。

当前，南川区已建成3个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17个乡镇养老服务中
心、5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41个村
级互助养老点，60个农村幸福院，全
区养老床位达2535张，实现城镇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率达60%以上。

王静 刘廷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渝黔交界乌江畔，三面临崖，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后坪乡前峰村八组所在
的山脊，如一艘巨轮直冲乌江。于是，这
里有一个更通俗的地名——船脑壳。

前峰村的长溪村小紧挨一侧船舷，仅
有一名老师、两名学生。9月9日下午，放
学了，一年级的侯旺和学前班的徐冰一前
一后走出校门回家。李祥刚倚校门而立，
看着小小的身影消失在雨雾里，感慨万
千。

烟雨迷蒙间，那身影岂不就是多年前
踟蹰前行，翻山越岭前往乡上初中求学的
自己？当年，李祥刚立志走出大山，却在
兜兜转转许多年后，回到这处悬崖之上，
守讲台三尺。

“‘船脑壳’穷，只有读书才
有出路”

长溪村小创办于1968年，李祥刚在
第二年入学。“教室就是村里的谷仓，说是
谷仓，其实也没得好多粮食。”原长溪村村
长、已年近8旬的黎万庭对当年创办学校
的缘由记忆犹新，“‘船脑壳’穷，只有读书
才有出路。”

对穷，李祥刚有切身体会，“我们一家
10个兄弟姊妹，找不出一件没得补丁的衣
服。”

“船脑壳”的穷，源于土地贫瘠，也源
于大山阻隔、交通不便。即使在今天，“船
脑壳”也只有乌江水路及一条机耕道与外
界相连。

“村民们不愿意搬出去，我们就想办
法把路修进来。”后坪乡乡长董泽兴告诉
记者，要想从后坪乡场修路至“船脑壳”并
不容易。7公里多的村道，2015年动工修
建，2019年底才全线贯通，沿途多悬崖峭
壁，山洪、滑坡多发，要等2022年路基压
实后才能硬化。

以前没有路，村民到后坪乡场，只能
攀爬崖壁上的小路，天不亮打着火把出
门，天黑尽了打着火把到家。

“我小学读了5年，然后就到乡上读
初中。”背着柴火、棉絮、包谷面和腌咸菜
站在初中校门前时，李祥刚第一次萌生了
要离开“船脑壳”的想法，“就是想拼命读，
考出去。”

遗憾的是，尽管李祥刚十分努力，但
仍因为基础薄弱未能考上高中，初中毕业
后他只得辗转回到“船脑壳”。“感觉一辈
子要守在这里，茫然得很。”

“个人屋头都吃不饱，哪有
粮食投”

1982年的一天，黎万庭找到正在地
里劳作的李祥刚，“学校没得老师了，要办
不下去了。要不你来代课？”“我不晓得得
不得行呢！”“先上两天看嘛，不行再说。”
就这样，李祥刚走上了村小的三尺讲台。

当时，代课老师的生活全由学生家里
承担：一名学生“投粮”70多斤。李祥刚算
了一下，当时学校有30多个学生，一年就
能投2000多斤粮食，自己吃饱应该没得
问题。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不少学生
家长并未“投粮”，“个人屋头都吃不饱，哪

有粮食投？”他们说。
没有“投粮”，李祥刚就没有生活来

源。次年他便离开“船脑壳”外出打工。
“当时的想法就是彻底离开这个地方，再
也不回来了。”在此后长达23年的时间
里，李祥刚辗转广州、浙江，干过建筑工、
上过流水线，最后在浙江省找到一份稳定
的工作。

“如果村里没得学校，娃们
怎么办”

李祥刚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回到
“船脑壳”，回到长溪村小的三尺讲台。

2006年秋，李祥刚回村处理家事，在
村小门口偶遇黎万庭。看到意气风发的
李祥刚，黎万庭欲言又止，半天憋出一句
话，“刚娃子，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下，学
校又没得老师了。我晓得你在外头过得
好，你看能不能用回来的这几天代个课，
等新的老师来……”

这一次，李祥刚没有立即答应黎万
庭，他有些犹豫。

当天夜里，李祥刚失眠了。他眼前浮
现着老村长鬓角的白发，学校里孩子们天
真的眼眸，也想起了自己打工时的一段经
历。

“厂里面的工人，只有一个高中生和
我一个初中生。于是，高中生成了厂里的
文员，不用在流水线上埋头苦干，收入还
更高。”偶然一次，李祥刚为厂里写招工启
事，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流畅的文字表达
惊呆众人。李祥刚因此当上了文员助理。

“读书才有出路。如果村里没得学
校，细娃们怎么办？”年少时走路翻山4个
多小时到乡上读书的经历让李祥刚记忆
深刻，“有一回翻山，遇到一群野猪直冲下

来，差点没把我冲到乌江里。”
考虑再三，已42岁的李祥刚又走进

了村小，再一次走上了三尺讲台，每月收
入却从在外打工的2000多元锐减至500
元。

“我教的学生有百多人了，
他们很多都走出了大山”

在大山里教书育人，清贫而辛苦，李
祥刚却并不后悔，“这15年，我教的学生
有百多人了，他们很多都走出了大山。”学
校只有一个老师，李祥刚不仅要上课，还
要打理孩子们的生活。

9月9日临近午时，记者采访时，村小
里仅有的两名学生，侯旺和徐冰在教室自
习。隔壁厨房里，李祥刚一个人忙前忙后
为孩子们准备午餐，淘米、洗菜、切肉、煮
汤，“现在还好，人少，搞起来快。”李祥刚

说，学生多的时候，仅是到乡上中心校为
学生背教材就是个“大工程”。“我家属，我
侄儿，一个人一趟背70多斤，要背好多趟
才能背完。”李祥刚告诉记者，即使在修通
机耕道的今天，人们进出“船脑壳”也大多
靠步行，“路太险，摩托不敢载人。我们这
些老家伙也不敢骑摩托。”

“船脑壳”多悬崖峭壁，遇到暴雨天，
接送学生上学放学也是一大难事。“落水
洞那里，水能涨到1米多高，就算是大人
一不小心也会直接掉进乌江。”黎万庭用
手在胸口比划着涨水时水的深度。

遇到这样的天气，李祥刚就要背学生
蹚水过河回家，“有一回送完娃娃回来，过
落水洞时我踩滑了，遭冲下去好远……”
李祥刚轻描淡写地讲述着那惊心动魄的
场面，然后说：“现在高年级都到乡上中心
校住读了，三年级以下的细娃才留在村
小，背起也没多重。”

崖上学校，他坚守三尺讲台15年
酉阳后坪乡村小教师李祥刚“去而复返”，陪伴百余名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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