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2月 24日，凉山州各级各类学校同步开展

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课·百万师生同上森林

草原防灭火、疫情防控暨校园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西昌市第十二小学是本次主题教育活动西昌市的主

会场，开学当天，近千名学生在操场上观看了凉山州

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片《火殇》，片中一个个真

实发生的案例，让全校师生的表情变得凝重——他

们的前方正是发生过森林火灾的泸山。

“我们应积极行动起来，做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小

卫士，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好

我们的家园。”西昌市第十二小学六年级学生覃靖茹

代表该校学生承诺。

为坚决守住不发生涉校涉生森林草原火灾责任

事故、不发生师生员工伤亡责任事故“两条底线”，凉

山州各地各校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丰富载体形

式，持续开展“六个一”“小手拉大手”及“十不准”“五

不准”背诵默写等活动，做好放学前 3分钟、放假前

最后一堂课和“开学第一课”教育；抓好挂图进班级、

进家庭工作，抓实防灭火知识进试卷工作，推动防灭

火意识和知识入脑入心。

防火入心 细化举措出实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做实做好全州森林

防灭火工作，凉山州教体局制定印发《全州教体系统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十项措施》，对森林草原防

灭火宣传教育“进校园”工作作全面系统部署,严守

“两条底线”。

高举旗帜勇担当。“强站位”，在防火期期间，该

州教体局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学习、听取一次工

作汇报、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和生命至上的思想；“强担责”，严格落实州局领导包

县、县局领导包片、机关人员包校、校长包班级、教师

包学生“五包”责任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高位推进重实效。“强宣传”，每月至少上两课时

防火教育课，常态化开展“六个一”活动、“校长讲森

林草原防灭火”专项行动。将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安全

知识纳入期末、升学试卷和中考考试内容等。“强带

动”，切实做好《告学生家长书》、“宣传挂图”进家庭

等活动，发挥学生“小小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宣传

员”作用。

高压态势强督导。“强监管”，紧盯重要部位、重

要时段、重点人群，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治理；设立专

班专人加强学生火源收缴工作，建立学校与家长之

间的防火监督动态交接制度，确保监管到位。“强督

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督察实施方案，落实“州

局领导每月到县、到校，县局领导每周到校、到班，学

校领导每天到班、到人”督察机制；对排查不认真、责

任落实不到位、整改成效差的，及时约谈通报，督促

落实整改；对发生涉校涉生火灾事故的，直接责任校

长、教师当年考核不合格,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取消

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据介绍，在加强学生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教育

工作中，凉山州教体局率先在全省教育系统建立“五

包”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同时，坚持常态化开展‘六个一’活动，即

上好一堂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课、开好一次主题班

会、办好一期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黑板报、写好一篇

森林草原防灭火作文、发一封致家长和学生的公开

信、印一批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防灭火宣传画册，积

极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教育工作。

防火入耳 安全教育重宣传
近日，在甘洛县玉田镇中心校的操场上，一名身

穿黑色羽绒服的学生，一笔一画地认真将自己的名

字写在“森林草原防灭火，从我做起”的签名横幅上。

在他的旁边，同学们一个接一个签下名字，许下庄严

的承诺，要当好森林草原防火小卫士。

而在操场另一侧，一场由 500余名学生绘制参

展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手抄报正在展出，参与率达

100%。

这是玉田镇中心校举行的森林草原防火签名仪

式现场。在现场，学校森林草原防火宣讲员还就森林

草原火灾引发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如何预防以及引

发森林草原火灾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作了全面讲解。

在凉山州北部的越西县，由该县教体系统组织

开展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也在全县各级各类学

校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该县教体科局第一时间召开森林防火专题会

议，成立教体科系统森林防火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全

县各级各类学校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写好一封信、上好专题课、办好主题报、签订责

任书等形式，压实各学校工作责任，加强学校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师生及家长森林防火意

识。

…… ……

这只是凉山州教体系统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织

密森林防火期“安全网”，全力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的一个缩影。

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因地因校制宜开展着丰富多

彩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实践活动，积极探索创造

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学生特点、教育特质的实

践活动形式等，学生通过游戏、知识抢答等形式，全

面了解了森林防火知识、火灾逃生本领等内容，使森

林草原防火宣传贯穿教育全过程，营造了防火的浓

厚氛围，让森林火灾，防患于未“燃”。 （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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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寒假期间，石家庄遭遇

了突如其来的第二波疫情，全城

迅速启动了“暂停键”。

我们的小区封闭后，很快在

市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开始了

多次核酸检测。物质供应、核检

组织等问题一一浮现。从外面送

进来的粮油、蔬菜必须有专人在

栅栏内转接；而核酸检测，虽然

在物业群有通知，但有些独居老

人、孕哺妈妈等特殊人群，不能

及时看到信息，很多在外上班的

人还没回家就被封闭在单位了，

小区参与抗疫的人员明显人手

不够。很快，物业群就依据上级

指示，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抗

疫。

我是个有十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了，又是医务教育工作者，

我应该责无旁贷地加入志愿者

队伍。当时，我正在家盯着儿子

上网课，学校说一开学就得补上

期末考试，谁甘心落后呀！爱人

在单位回不来，我很难抽身。可

这关键时刻，党员缩在后头哪能

安心呢？就在我犹豫时，一号楼

的浩妈给我发来微信：“咱们小

区在家的党员就咱们几个，组织

大家参加核检的事，咱们负责起

来吧！”浩妈是社区医生，也是党

员，7岁的儿子也在上网课，她老

公也没回来，正在医院参与抗

疫。

“没问题，我当然参加！”这

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有困难也

得克服呀。一旁的儿子听见了

我们的对话，好奇地问道：“妈

妈，为什么你非得加入这个志

愿者？我吃饭怎么办？你不去行

吗？”可以不去，因为“志愿”就

是个“自愿”嘛，但去与不去却

又有天壤之别。我说：“因为你

妈妈是党员呀，你看咱家，你爷

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国家有

难的时候，党员不干事，就不配

做党员啦！”儿子从小读过很多

战争故事，“党员”二字并不陌

生，但因为年纪小，他心目中的

党员很模糊，几乎就是个光荣、

英雄的符号，就像“五好家庭”

的标牌一样挂在门上，他从来

没有过如此近距离感触“党员

要冲在第一线”的切身体验。

当天下午，志愿者小组就穿

上防护服和印有“党员志愿者”

黄字的红马甲，儿子冲我竖起大

拇指：“党员老妈，酷！”我的任务

是挨家挨户统计不能下楼参加

核检的留守人员，一层层爬上爬

下，一天下来浑身酸痛。儿子在

我做志愿者的期间，自己学会了

煮鸡蛋和简单的饭菜，为自己大

有长进的自理能力自豪不已。

疫情结束后，本就酷爱历史

的儿子，买回了一大堆党史书

籍，并踌躇满志地说：“我现在是

少先队员，我以后也要向党员学

习，争取将来也要入党，做咱家

的‘党三代’！”

“党的光辉照耀我心”专栏面向广大读者征稿。

征稿内容：我的入党故事；记身边的党员；学党史、感党恩的
心得体会；阅读红色书籍的读后感和观看红色电影的观后感。文
章体裁可以为散文、书评、影评、诗歌。

征稿要求：故事真实，文字流畅，保证原创，字数在3000字
以内。

投稿邮箱：jydb4@163.com（标题请注明“建党100周年”）。
联系电话：028-86110843。

期待您的来稿！

1973年，我从一个乡初中调

到另一个区的完中任教。到完中

上班那天，我先是登上小山头，

回望刚刚穿过的古老街道，沧桑

感一下子就在心中升起来，在车

水马龙的故乡没有这种感觉。远

远望去，掩映在杂树林中的，就

是我将任教的完中。那里树不

高，树色浓绿，能够把校舍荫蔽

在自己怀里。我身上已经走得汗

淋淋了，心理却感到清凉，格外

动情。

虽然由乡初中调到区完中，

也没有所谓升调的快乐；倒是道

路两旁，山坡上目送我离去的学

生使“恋情”久久不能消退，发觉

自己泪目了。

完中坐落在两条公路旁边，

避开运载煤炭、石灰、竹木的货

车，就是进校的坡道。正在上体

育课的学生，跑来 3 位。高个子

女生问：“老师，你是从城里调来

教我们的吗？”“是，是。”说话间，

我的行李已经被学生抢到手中。

坡道尽头是一位老人，他对

学生说：“你们把姚老师的行李

放在办公室，校长等着哩！”话音

落地，3位学生已经不见人影。

其实，校长就在老人身后。

他说：“我带姚老师看一下校园，

你把他的房间打开。”

校长个子小，可能没有散步

的习惯，我们在校园走得飞快。

但是，布局、陈色、风景已经了然

于心。谈话间，我记住校长一句

话：“现在给老师排课，就是工业

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

不好排，你在农村工作多年，还

比较优秀，就上全校这两门课好

了。”在初中，我也上过这课。为

了演示，每到放假回家，就要顺

便购置一大箱实验演示材料。我

当即问校长：“可以看看学校的

实验室吗？”很干脆，他把我交给

实验员。实验员更干脆，指着一

串钥匙道：“所有钥匙都编了号，

你自己看。”

看到柜子里的设备仪器，足

够上课用的，我高兴得想唱歌，9
月的烦热一扫而光。这个学校的

设施设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联系校长的言行，我看到了深藏

在这所优秀农村学校的希望。

其实我一直怀念在农村学

校教书的日子。最不能忘怀的是

1969年秋，我们夫妻从县城被下

放到 40 公里开外的村小。在村

头，迎面来了 3 个大汉。走到近

前时，其中一人帮我们拿行李，

另一人说：“教大学的到我们这

里来了。只要你们把书教好，今

后就在社员家吃饭。”

完中有两位校长，一正一

副，校长已经见过。他每天总是

第一位到学校，把办公室收拾了

就在全校转悠。星期六下午，全

校开教师会，校长的讲话总是这

三方面：表扬 3件事，德智体，重

点是教学；指出学生遇到的一个

困难，解决办法一般都落实到总

务的头上；提出两个要求，有针

对性，有啥说啥。他也有不足，就

是平常不苟言笑。

副校长则是大家庭出身，为

人和善，喜欢与师生说话。吃饭

时，他常常与老师挤在一起，无话

不说。做起事来，他也能查漏补

缺，使学校各项事务运转良好。

有两位优秀的校长，加上

亲密无间的教师队伍，学校各

项工作顺风顺水，家长对学校

也很满意。一位矿工的孩子考

上了昆明理工大学，不想去，一

大家人就到学校找老师拿主

意。这个孩子后来在昆工本科

毕业后，又一口气读了硕士和

博士。这孩子是 LC 完中的优秀

学生代表。我在完中朴实地生

活、教学，接触到了中学教育各

方面的常规工作，为当地教育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姚文忠，为成都

师范学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陶研会专家

委员会主任委员、成都市陶行知

研究会会长。）

从 1921 年在
嘉兴南湖红船上诞
生起，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了。习
近平总书记说：“我
们党的一百年，是矢
志践行初心使命的
一百年，是筚路蓝缕
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开辟未
来的一百年。”忆往
昔、峥嵘岁月稠，这
百年的奋斗历程中，
有多少故事值得重
温，多少英雄值得歌
颂。截至 2019 年
12月,全国共有党
员9191.4万名，党
就在每个人的身边，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

为 庆 祝 建 党
100 周年，自本期
起，本报特开设“党
的光辉照耀我心”专
栏，重温党的奋斗征
程，记录普通党员故
事，抒发爱党爱国情
怀。

凉山州: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合格答卷人

（上接1版）

少年立下入党志
■ 张叶

征稿启事

完中记事
■ 姚文忠

征稿启事

即日起，“蜀中校长叙事”栏目面向广大读者征稿。

征稿对象：四川省内中学现任校长或退休校长。
征稿要求：校长以生动的笔触和真切的个人感悟，以第一人

称的形式，书写自己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鲜活的事件，特别是自
己在教育改革、管理中有重要意义的故事和人生经历中难忘的
人和事。文章要求事迹真实、情感真挚，尽量采用叙事或故事文
体，切忌用经验总结、教研论文和治校介绍的形式。文章字数在
3000字以内，另附简短的作者介绍。

投稿邮箱：xmm20201997@163.com。

岁月沧桑，教
育有梦。为隆重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本报特别开辟
栏目——蜀中校
长叙事，旨在记录
数十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后，我
省教育事业从弱
到强、从小到大、
从外延式发展到
内涵式发展的进
程中，我省基层校
长们忠于党的教
育事业、深耕地方
教育，为四川教育
发展无私贡献青
春和热血的事迹。

蜀中校长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