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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肩上有责脚下有路

向您致敬——我们的好老师

近日，石丹代表中国获得了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的
消息引起网上一阵轰动，惊喜之余
发现她的成功离不开一位恩师——
吉正龙。

吉正龙，中国美发大师，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2018年入选浙江省
高技能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多次被聘为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专
家组组长。获“浙江工匠”、首届“杭
州工匠”、拱墅区第五届道德模范等
荣誉称号。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行一届，
每次比赛前近一年的集训时间，吉正
龙都会陪选手在基地度过。为了研
究赛制，他请来翻译，逐字逐句翻译
相关资料。4天，22小时，8个发型，
这不仅是对技艺的大考，更是对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检验，因此他要求队员
每天早上跑满2000米来提高体能。

从学徒到技能带头人，从“金牌
教练”到“杭州工匠”，这条路，吉正龙
走了30多年。在他心里一直有个目
标——以美发技能为载体，让“中国
美”享誉世界。

“金牌教练”吉正龙
心里有个“美发梦”——

“要让‘中国美’
享誉世界”

通讯员谢烨、徐梅旗、熊飞扬、
姚睿嫱、张婷婷报道 一句关怀，
一杯热水，一张笑脸，旅途中，铁路
职工的一言一行温暖着万千旅客
的心，并因此得到旅客心灵的真切
回应。今年7~8月，省交通集团金
温铁道公司收到各类表扬信145
封、表扬工单139件、锦旗12面。
这其中嵌着铁路人热情服务的温
度和坚守岗位的初心。

一项项温馨服务，只为让出行
体验更美好

熙熙攘攘的运输大军中，不乏
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金温铁
道公司充分发挥“一路温馨，一路
同行”品牌优势，对重点旅客做到
重点照顾，积极为旅客提供爱心急
救箱、爱心母婴室、爱心读书角等,
满足旅客多元化需求。在炎热夏
季，列车乘务安全小分队为“小候
鸟”保驾护航、流动小课堂在列车
上开设、手绘版安全漫画为宣传助
力……创新优质的服务，为漫漫旅
途带来丝丝凉意。

不久前，为助力200多名知青
老人平安返回第二故乡——七台
河寻根，党员林哲锋全程带领他的
团队，在购、取、候、乘等全环节为
他们提供便捷服务，解决老人抵抗
力差、出行登乘不便、行李搬运难
等难题，得到了知青团集体点赞。

在K328列车上，一位乘坐轮
椅的小伙子无法经过车厢狭窄的
过道，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女列车
长俞晓文一咬牙便将旅客背上，短
短七八米的距离走了5分钟。

8月23日，K1395次列车停靠
阳泉北，几位送站旅客千叮咛万嘱
咐，要求照顾好孤身出行的长辈。

家人口中的嘱托，对于乘务员熊飞
扬来说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上车后熊飞扬帮找铺位，为老人打
来开水。开车不到半小时，老人不
好意思找熊飞扬帮忙，一个人颤颤
巍巍走向卫生间，熊飞扬看到后，
连忙搀扶着老人。一路上如儿女
般的悉心照顾，让老人连声道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爱
岗敬业的的铁路人来说，一声声

“谢谢”，收获的不仅仅是赞赏，更
是一份信任与肯定。

一道道温暖身影，只为保障乘
客旅途安全

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不少
旅客最容易突感身体不适或者旧
患复发。对此，金温铁道公司加强
乘务员应急救护的岗前培训，确保
人人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抓住抢
救的黄金时间。7月初，受前方暴
雨影响，K1256次车晚点，一位老
人突然脸色苍白、额头滚烫、全身
冷汗，呈现中暑状况，老人儿子不
知如何是好。列车长郑淑芬在等
120到来前跪着为老人刮痧，直至
老人慢慢睁开眼睛。

8月2日，K942次列车在贵阳
站距开车还有5分钟，患有心脏病并
伴有心绞痛和高血压的旅客周女
士，因为进站赶车太过匆忙，上车后
感觉呼吸困难，出现昏厥。拥有近
20年列车工作经验的列车长施爱玲
接通知后，即刻通知服务台广播找
医，并对周女士采取掐人中、按摩双
手等急救措施，最终使旅客转危为
安。

据不完全统计，7~8月份，金温
铁道公司各岗位共进行中暑、隐疾
复发、突发患病救护32例。

温暖万千旅客
金温铁道公司职工用心、用情开展服务

通讯员马倾国报道 第二
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
能竞赛决赛现场，张洁慧神情自
若，吐字清晰，逻辑缜密。诙谐
有趣的语言，有条不紊的阐述，
短短30分钟的课程，将语言文
字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9月3日，比赛结果揭晓，中
学语文组第一名，一等奖！这是
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
竞赛开办以来，第一次有绍兴教
师参赛并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同
样也是我省教师参赛以来获得
的最好成绩。

面对这一成绩，张洁慧却很
淡定。在她看来，上好课是一名
老师最基本的责任。“成为一名
称职的语文老师，是我从高中时
代就确定的人生目标。”她说。

那是一个梦想，更是一份信仰

备战全国中小学青教赛，不

是件容易的事儿。备战时间跨
度长达一年，参赛者需要精心准
备10讲授课内容，决赛时随机
挑选1讲进行展示，这意味着参
赛者必须为此进行大量细致的
准备工作。

2018年 7月，张洁慧代表
绍兴市第一中学参加第二届绍
兴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
竞赛，斩获中学语文组第一名。
接着，她又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
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
赛，战胜了来自杭州、宁波等名
校的强大对手后，一举获得语文
组特等奖第一名，拿到了全国中
小学青教赛的入场券。

自那时起，张洁慧就开始紧
锣密鼓地备战国赛。自从开始
备战，她基本放弃了休息时间。
作为绍兴市第一中学理科重点
班的语文带课老师，课业压力很
大，她只能把备赛放在晚上和周

末，加班加点成了常态。有时设
计起课程来，从下午不知不觉就
琢磨到了深夜。身边的亲人和
同事难免担心：“备赛如此耗费
精力，会不会太辛苦？”张洁慧却
说：“辛苦！但是我热爱！我参
加比赛并不是为了得奖。当好
一名语文老师，是我的终极目
标，这是一个梦想，更是一份信
仰。”

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带着对教师职业的一腔赤
诚，站在全国中小学青教赛讲台
上的张洁慧充满信心。这信心，
源于15年教学的积累，源于数
月来克服重重困难的备战拼搏，
更源于她背后兢兢业业、不离不
弃的指导教师团队。

为了张洁慧的国赛，绍兴市
第一中学和绍兴市教育局、绍兴
市教育工会给予了大力支持，专

门配备了以学校特级教师谢澹
和绍兴市语文教研员陈阿三老
师为主的指导团队。

一年的时间里，从课程准
备、教案写作到课堂展示，如何
带入问题，如何控制节奏，如何
把握难度，如何精化语言，指导
教师们陪着张洁慧一道，细致打
磨，共同走过了一段成长之旅。

备战整整一年，精心打磨10
节课，从整体到细节，修改数百
次。正是经过严苛的训练、打磨，
当张洁慧站在赛场的那一刻，纵
然身体不适，也依然从容淡定，开
讲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有着有趣灵魂的“小姐姐”

“她是一个有着有趣灵魂
的老师，看书多，见识广。”

“我们都喜欢叫她小姐
姐。她常常带给我们耳目一新
的教学感受。”

高中生们真实的评价，透露
着对张洁慧老师的喜爱。教学
相长，无论是课上课后，张洁慧
都秉持着“走到学生中去”的理
念，既享受与学生相处的简单快
乐，也分担他们求学过程中遇到
的压力与困惑。在亦师亦友的
身份里，她见证着学生们的青春
与成长，有不少已经毕业的学生
因此和她成为了知己。

“我始终认为，我不仅仅要
做学生的老师，也要成为学生的
朋友。用朋友的身份，唤醒他们
心中对语文的热爱。”张洁慧说，

“让学生在我的语文课上享受
美，追求美，让语文成为学生心
中异常有趣的存在。”

比赛落幕，新学期已然开
始，张洁慧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
语文课堂上，在洒满阳光的课堂
上，继续诠释着自己作为一名语
文老师的梦想与信仰……

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冠军张洁慧：

“当好人民教师是我的终极目标”

通讯员刘生国报道 常言道，人往
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有人偏不信这句话。海岛教育条件
艰苦，有很多次进城教书的机会都被她
拒之门外，21年，她默默扎根教育一线。
她就是刚刚获得舟山市“海岛园丁奖”的
普陀区六横镇中心小学教师柯娜。

扎根海岛教育事业21年

今年41岁的柯娜是土生土长的六
横人。1998年夏天，她从舟山师范学
校毕业后，来到普陀区佛渡乡中心小学
任教。在佛渡乡中心小学教书，条件相
当艰苦，交通不便，教学资源有限，全校
就只有校长室一台电脑，备课只能自己
购买资料。有时为了向在六横岛教书
的同学借教材，或购买一些教学用具都
要乘船过海，遇到风浪大一点时还会晕
船，但所有的艰难困苦，柯娜都毫不在
乎，她只有一个念头：要把海岛上孩子
的书教好，让他们有出息，走出海岛成
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

2003年，佛渡乡中心小学撤并，当
时有两个选择：一是让柯娜进城去鲁家
峙小学教书；二是到六横镇中心小学教
书。“我在佛渡乡中心小学教书的这几
年，对海岛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尤其是海岛上的这群孩子们。”柯娜
毅然选择留在海岛任教。

爱一行才能钻一行。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爱，让柯娜在工作
中不计得失、不懈钻研。工作不管多忙
碌，柯娜从不叫苦叫累。几年前，她动
过一次甲状腺手术，但因当时担任着毕
业班的教学工作，她只休息了10天就
回校上课。担任教导主任后，她积极指
导学校教研组工作和教师培训工作，每
学年至少听课评课100节以上。

言传身教培养年轻教师

近年来，随着六横镇中心小学规模
的日益扩大，学校分配或调入的青年教
师有60多名。为了让他们尽快适应海

岛教育教学工作，提升业务水平，柯娜
主动向校长请缨，毅然扛起青年教师培
养工作。

为了不让一位新教师掉队，柯娜采
取经常性听课的方式，对每一位新教师
的教学工作提出建议，有时一个月听课
达50多节。“虽然我是一名数学教师，
但学科都是互通的。每节课我都认真
听、仔细记，希望我的一些建议能为新
教师的教育工作带去一点帮助。”

同时，为提高新教师的教学水
平，柯娜还邀请潘旭东名师工作室、
孙文波名师工作室成员来学校开展
教学研讨活动。平时，柯娜还搭建各
种平台，让年轻教师多学习、多实践，
从而使海岛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
在各级各类比赛中成绩名列前茅。

辛勤付出换来丰厚回报

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的
教学经验积累和辛勤付出，使柯娜的教
学专业素养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近几
年她在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她主
持的课题《家校联动，培养海岛队员劳
动习惯》获省少先队课题研究成果二等
奖，市级规划课题《UBD模式促进海岛
学生有效学习的实践研究》顺利结题；
多次执教市区级公开课；还多次参与学
校省市课题；多篇学科专业论文在省市
区级获奖。

柯娜担任过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
长、数学副教导、教导主任等职务。她
辛勤的付出也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先后
获得普陀区“育才奖”、普陀区师德标
兵、六横开发建设管委会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所带班级连续三年被评为区优秀
班集体，她本人连续8年获普陀区教育
局考核优秀，这次又获得了舟山市“海
岛园丁”荣誉称号。“我想荣誉只能代表
过去。我还年轻，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
一定要继续刻苦努力，不断钻研业务、
提高教学水平，为海岛教育事业奉献终
生。”柯娜说。

为海岛教育事业奉献廿载青春的“园丁”柯娜：

“守着岛上孩子们，
我无怨无悔！”

通讯员滕剑明报道 9月，
是余姚本地中小学生的开学
季，但对远在新疆库车县阳明
小学的一年级新生来说，早在
8月中旬，他们就已经迈入了
学校的大门。“库车的小学新
生提前开学，这也是南疆的一
大特色。”作为校长，余姚援疆
干部万银巨也早在8月初就赶
到了学校，为迎接开学做好各
项准备。

对于校长一职，万银巨可
谓“驾轻就熟”：2010年8月，任
职余姚东风小学教育集团总校
长；2018年8月，肩负起新疆库
车县阳明小学校长使命。

寒来暑往三十载，春华秋
实满庭芳。今年恰逢万银巨从
教30年，从梁弄让贤小学初入
教坛到库车县阳明小学援疆办
学，一步步走来，万银巨成长

着、幸福着。30年来，万银巨先
后收获了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先进个人、全国环境教育示范
学校突出贡献人物、浙江省“春
蚕奖”、甬派教育管理名家培养
对象、宁波市名校长等荣誉。
主持的教育教学课题获得教育
部二等奖、浙江省一等奖，并受
邀参加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六
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并作主题
演讲……在教书育人、教育管
理的同时，万银巨用心书写着
自己的教育人生。

2018年 5月之前，万银巨
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广大援疆教
师中的一员，毕竟，作为东风小
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学校的工
作纷繁复杂。无论是提高教师
的专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还是加强家校共育，他都
亲力亲为。“组织有需要，当然

义不容辞。有幸能为边疆的教
育事业增添个人的一份智慧，
也是人生难得的一段经历。”怀
揣着教育情怀与理想，万银巨
踏上了援疆的征程。

库车县阳明小学是宁波市
的援建项目，作为首任校长，从
响应援疆办学的那天起，万银
巨就没有停止过他的思考和行
动。为了给新学校集聚新思
想、新规划，他领悟、汲取王阳
明教育思想精髓，拜访、请教王
阳明思想研究大家，并在库车、
余姚两地间来回奔波，进行实
地调查研究，了解库车当地的
教育需求，思考阳明文化落地
方案，提炼学校办学理念。

去年 7月，带着对库车县
阳明小学的无限憧憬，万银巨
正式开启教育援疆的开拓之
路。“虽然学校是‘交钥匙’工

程，但我接手时整个学校还是
空荡荡的，大到学校的功能布
局、教师的选调招聘、首批学
生的招收，小到一条长廊、一
间教室、一尊塑像、一行文字
的细节营造，我都参与其中。”
回忆起刚到库车时的情景，万
银巨感慨不已，“工作上千头
万绪，生活上不太适应，一个多
月就瘦了五六斤。”

如何让阳明文化在新疆孩
子的心中扎下根，这是一年多
来万银巨思考最多的一个问
题。在库车县阳明小学，他引
入良知教育理念，构建具有阳
明文化的新课程，做好“知行
课程”的顶层设计，探索并实
施新时代背景下“歌诗、习礼、
读书、考德”四大课程，培育

“有志向、有博识、有爱心”的
现代阳明小公民，开展“阳明

学子开笔礼”“阳明传习开馆
式”“阳明文化系统活动”，带
领孩子们一起上“静悟课堂”，
让新疆的孩子开始了解并接受
阳明文化。今年 7月，他还策
划组织新疆的孩子到余姚市开
展“童心结友谊、携手悟阳明”
暑期研学活动，寻根阳明文
化，促进民族融合。

作为新疆阿克苏地区先进
教育工作者，万银巨经历了援
疆办学的艰辛，也见证了库车
县阳明小学“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的辉煌。一年多来，他带领
援疆教师们擎举“阳明文化丝
路行”，以独特的文化办学和智
慧办学方式，搭建起库车、余姚
两地教育的共建、共享桥梁，引
领着阳明小学在广袤的南疆大
地上扎根、开花、结果，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扎根南疆教育一线的余姚援疆教师万银巨：

“愿为边疆教育事业播撒希望的种子”

记者张浩呈报道 凌晨3点半
开始，打水、翻身、擦洗、更换尿布
……忙完一阵后，依次给躺在床上
的老人喂饭，舀一调羹，喂一个人，
喂完一圈后，再从头喂起……同样
的动作，一早上要重复好几遍，之
后每两个小时巡房一次，这是养老
护理员叶利群的工作日常。

这副高强度的护理重担，叶利
群挑了23年，从1996年进入杭州
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开始，叶利群便
一直活跃在护理一线。

与普通养老院不同，由政府部
门兴办的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因承担着养护“兜底”责任，被养护
人员构成复杂，包括曾受过劳教、
有智力障碍等多种情况，护理难度
很大。在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
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情况下，
福利院就是他们唯一的家。这也
决定了身为“家人”角色的护理员，
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照顾他们有时候就像照顾婴
儿，需要极度的耐心。”叶利群说，
刚开始工作时自己也非常不习惯，
被养护人员听不懂她说的话，她也
听不懂他们的需求，护理时，经常
是连蒙带猜，从喝水、如厕，到做游
戏、按摩等等，一样一样试。时间
久了，叶利群慢慢掌握了沟通技
巧，也逐渐了解每个被养护人的表
达习惯。

2009年，叶利群从女组被调整
至综合组。综合组的被养护人员
以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人员居多，
还有不少人甚至入院时带有传染
病，不仅护理难度大，而且存在一
定安全风险。

为了更好地观察每一位被养
护人员的精神状态，叶利群每天都
会近距离和精神病患聊天，以便了
解他们的行为、思想动态，一旦发
现某人有发病前兆，就马上将其他
的服务对象安排到安全区域。“有
的精神病人发病后具有极端的攻
击性，他们除了手打脚踢外，还会
抡起任何物件，对别人进行凶狠攻
击，危害性特别大，作为护理员必

须做好预警工作。”叶利群说。
在一次与患有精分症患者聊

天时，叶利群察觉出这名病患可能
又要犯病，正准备开门出去报医。
然而为时已晚，这名病患一只手拉
住叶利群，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
也要一起跟着出门。当时情况十
分危急，其他护理员看到想帮忙却
无法近身，此时叶利群反倒表现得
异常冷静，在叶利群不断地安抚
下，病患终于意识回转并松开了
手，还不停地向叶利群道歉。

“干这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
有的精神病患者犯病时逮谁骂谁，
甚至上手，全然不顾你平时的细心
照顾，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理
解了。”叶利群说。

“说实话，对于这些被养护人
员来说，你对他的好，他们可能也
不知道，生活品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护理员的责任心和良心。”叶利
群告诉记者，这份工作其实更像是
在积德行善，能坚持到现在，除了
自己的心态，被养护人员不时回馈
的真情实感也是对她最好的激励。

叶利群曾服务过一位长期卧
床的被养护人，护理难度极大。“他
没有咀嚼功能，给他喂饭时必须把
饭粒从他的喉咙口一点一点送入，
让他一点点吞下去。”叶利群说，这
样的喂饭过程十分缓慢，每次都要
持续50分钟才能完成，“护理他必
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由于
照料悉心，这位被养护人对叶利群
十分依赖。

随着人员配备和设施设备不
断加强，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条件越
来越好，叶利群的工作也比以前便
利了许多，但对护理的要求却越来
越高了。在看护之余，叶利群还会
利用自己舞蹈特长，教被养护人跳
舞，“希望他们生活得更有质量。”

从事一线护理员工作20多年，
叶利群用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老人
们的认可，也因此连续10年被评为

“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先进工作
者”，并在2019年获得杭州市“最美
养老护理员”称号。

“最美养老护理员”叶利群23年如一日坚守岗位

让老人们感受
家人般的关爱

沈佳慧 绘图

叶利群陪伴福利院老人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