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上向善 创建创新

8今日 版

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

http://www.jswmw.com.cn

全国发行代号 61-1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55

责任编辑 何纯佳 王丽电子信箱：jswmb-bjb@163.com jswmb2016@163.com

值班编委 杨文娟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

第4884期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9 月 5 日是第四个“中华慈

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慈

善聚焦脱贫攻坚，携手共创美好

生活”。笔者在各地采访发现，随

着社会公众慈善观念逐步提高，

慈善事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全社会慈善氛围也越来越浓。

（B3版）

慈善共创美好生活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政

务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科工作人

员的刘萍，办事群众赞她为“热

心人”，同事们称她为身边的“活

字典”，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一枚

基层岗位上的“螺丝钉”。

（A4版）

刘萍：当好一颗“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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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的璀璨星光
——访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标兵、全国道德模范呼秀珍

本报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林晅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文明的印记

每到开学前，呼秀珍都会被西

安、咸阳、宝鸡等地的学校邀请过

去，给年轻的教师们讲述她从事教

育事业54年来的故事和感悟。

“新中国成立 70 年，是中国飞

速发展的70年，也是教育事业腾飞

的 70 年。”呼秀珍对记者说，参加

工作以来，她目睹了教育环境所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上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教 育 事 业 突 飞

猛进。

1965 年，高中毕业的呼秀珍参

加工作，成为陇县铁路小学的一名

教师。一张桌子、一块黑板、一根粉

笔，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教学条件十

分简陋。“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

很少，只有 200 多名，教师更少，所

以往往要身兼数职，语文教师、体育

教师、班主任，我都要做。教学方法

也极为简单，教师讲、学生听、学生

记，没有任何辅助手段。”

之后，呼秀珍先后在宝鸡铁路

中学、咸阳市道北中学任教。进入上

世纪80年代，在咸阳市道北中学教

语文的呼秀珍，依然能体会到教学

条件的艰苦，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学

校。“我去咸阳市礼泉县一所农村学

校上公开课，想用一支红粉笔。但是

因为学校缺少经费，没有购买过。”

呼秀珍说，校长灵机一动，把白粉笔

放到红墨水里，浸透后再晾干，这才

有了红粉笔。

“我感觉到，我国教育事业突飞

猛进的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 90 年

代以后，学生增多、学校增多、教室

增多、教师素质增强。”呼秀珍说，慢

慢地，楼房取代了平房，使用了几十

年的黑板和粉笔逐渐被淘汰，她任

职的学校也增设了塑胶操场、投影

仪、电脑、教学白板等供教师和学生

使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让呼秀珍

感受到这种改变带来的惊喜：“以前

在讲《济南的冬天》一文时，我只能

通过文字来描述，让学生自己去想

象济南的冬天是怎样的温晴天气。

如今就不一样了，教师可以从网上

下载图片、视频，让学生有更加直观

的认知。”

其实早在 1999 年，呼秀珍就到了退休年龄，但

由于教学上的突出贡献,呼秀珍被破例推迟 3 年退

休。2002年，58岁的呼秀珍在办退休手续时，校长对

她说：“呼老师，学校里还有二三十名青年教师，都是

好苗子，需要一名老教师传帮带。您看……”校长的

话还没有说完，呼秀珍就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

来。而这一留，就是17年。

“作为教师，要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要把最好的品德教育、最

好的理想信念输送给孩子们。”呼秀珍对记者说，“梦

想、勤奋、感恩、健康，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拥有这

些宝贵的财富。”为此，呼秀珍自编了许多快乐歌谣、

励志歌谣，在给孩子们做励志报告、红领巾大讲堂

时，就将这些歌谣教给孩子们。

近几年来，呼秀珍不再担任语文教学工作，但依

然十分忙碌，青年教师培训、家长学校、中学生心理

咨询都有着她的身影。

“走进咨询室，给你好心情，我把快乐带给你，我

把关爱带给你。如果我有一棵快乐草，我会把它送给

你，希望你快乐。如果我有两棵快乐草，你一棵我一

棵，咱俩都快乐。如果我有三棵快乐草，我会送你两

棵，我只留一棵，因为我希望你比我更快乐。”心理

咨询室 2006 年成立，咨询室教师就是呼秀珍。呼秀

珍希望，能通过“心语室”为更多的学生排解成长中

遇到的困惑和焦虑，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快乐中长大。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能有五次机会见到习

近平总书记。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和荣耀，

我无以为报，只能每时每刻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呼秀珍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为一

名老教师、老党员，她十分感恩：“感恩祖国对我们的

养育、感恩祖国的飞速发展。希望我们的教育事业前

景更加光明，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呼秀珍今年已经 75 岁了，但工

作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歇。从 1965 年

参加工作起，她坚持早上5点起床，

晚上 12 点睡觉，中午不休息，忘我

地投身学习和工作。

虽然获得了许多荣誉，呼秀珍

依然觉得自己有所欠缺：“我最遗

憾的事情就是没有上过大学，刚刚

参加工作时，我在一次讲课中犯了

一个错误，事后被听课教师指出，

真的是特别难过，觉得对不起学生

们。回家做晚饭时还在回想这个错

误，导致切菜时不小心切伤了手。”

看着这“血”的教训，呼秀珍暗下决

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弥补知识上

的欠缺。

呼秀珍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认

真上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每一本

作业，认真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每一

个问题。除了教学任务和家务劳动

外，闲暇时间尽量拿来自学，还把报

纸上看见的好文章剪下来。1999

年，咸阳市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大型

展览，其中也展出了呼秀珍整理的

18本剪贴本。

“我不敢保证在我的教学生涯

中只出现过那么一个错误，但我一

直在学习、在提高。”如今的呼秀珍

依然在学习，只是剪贴本换成了手

机“备忘录”，看到好文章、好句子

时，都要复制到手机“备忘录”里。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呼秀珍潜

心教学研究和改革，勇于探索、锐意

创新，树立起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形成了一套较完整、较系统的教育

教学思想；呼秀珍所带的班级 27次

被评为优秀班、文明班；呼秀珍参加

省市及全国大型教学比赛 7 次, 获

得一等奖 4项，二三等奖 3项；陕西

省教育厅授予呼秀珍“教书育人终

身荣誉奖”。

“尽管我这颗星星那样微小，但

我也要熠熠生辉。”呼秀珍对记者

说，“我真心热爱教师这份职业，这

是我一生的追求。”

呼秀珍，1944 年 12 月生，1965 年参加
教育工作，从教 54 载，“桃李”近 3000 人。
已经 75 岁的呼秀珍，是陕西省咸阳市道
北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咸阳市家庭教育
研究会副会长。

数十年来，呼秀珍情系三尺讲

台，无怨无悔地实践着“人民教师

以桃李报国”的崇高理想，以真情

关爱每一名学生，成为学生信任的

良师益友，曾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标

兵、全国先进女职工、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道德模

范、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众

多荣誉。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

记者与呼秀珍面对面，走近教师这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聆听

她 50 余 年 倾 心 育 桃 李 的 温 暖

故事。

“作为青年教师，必须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

爱之心……”8 月 28 日，记者在陕

西省咸阳市见到呼秀珍时，她正在

给咸阳道北小学的近百名教师做

师德报告《加强师德修养 做‘四有’

好教师》。站在讲台上的她身着正

装，胸前佩戴着的党徽熠熠生辉，

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她的脊背依

然挺直、眼神依然坚定。

“新中国成立70年，

也是教育事业腾飞的70年”

“尽管我这颗星星那样微小，

但我也要熠熠生辉”

“作为教师，要引导青少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近400幅作品亮相
“我和我的祖国——
摄影、短视频优秀作品展”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记者 王
思北）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

办，中国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我和我的

祖国——摄影、短视频优秀作品展”8

日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展览

展出了近400幅摄影、短视频作品。

“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是通过向

著名摄影家特约征稿以及从近 13万

幅征稿摄影作品、3000余部短视频中

遴选出来的。”中国摄协驻会副主席郑

更生在开幕式上介绍说，展览主要以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视角，生动

呈现了70年来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呈现了70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在现

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呈现了

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

并以普通中国人的视角展示出这一时

期个人、家庭与祖国发展的关系。

据悉，“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

活动自 2019 年 1 月起面向全国征集

相关作品，至6月底结束，共计半年时

间，征集到文学类作品14万余篇，摄

影作品近13万幅，短视频3000余部。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董耀鹏在开

幕式上代表“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

集活动组委会致辞时表示，征集活动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投稿者

既有专业的文艺创作者和文艺名家，

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机关干

部、在校学生等文艺爱好者；既有汉

族，也有彝、苗、壮、回、满等多个少数

民族。呈现出参与群体广泛、投稿数

量众多等鲜明特征，活动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优秀电影剧本和
典型人物形象”评选结果发布

新华社兰州9月7日电（记者 张
智敏）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

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评选表彰

大会在兰州大学举行，《上甘岭》《青

春之歌》《三毛流浪记》《孔繁森》《梅

兰芳》《战狼2》等70部优秀电影剧本

和其典型人物形象入选。

评选表彰大会由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

员会主办，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

兰州大学文学院承办。会上，为八位

获奖编剧代表颁发了证书，并播放了

获奖作品宣传片。

获奖的70部优秀电影剧本，由评

委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12000 部

电影故事片剧本中评选而出。“电影

剧本本身要有分量和高度，其塑造的

经典人物形象还要深入人心，入选获

奖的这些电影剧本实至名归。”厦门

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李晓红介绍。

“好的电影是由好的文学作品和

一流的剧作家奠基的，我们对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的‘优秀电影剧本和典

型人物形象’进行评选表彰，意在对

剧作家的贡献进行肯定。”中国电影

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说。

呼秀珍和学生们在一起呼秀珍和学生们在一起

呼秀珍工作照呼秀珍工作照（（上世纪上世纪7070年代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