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了！快跑！”9 月 5 日 12 时 52

分，当地震波袭来，正在食堂吃饭的泸定

县得妥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叶伟“噌”地从

座位上站了起来，来不及扔掉筷子，就和

同事一起疏散在食堂就餐的学生。

好在平时经常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全校师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无一伤

亡。“不论情况如何危急，保证学生安全

是我们的第一任务！”叶伟说。

“9·5”泸定地震发生瞬间，受灾学校

的老师们奋不顾身成为“最美逆行者”，

第一时间冲去疏散学生有序避险。他们

有勇有谋，临危不乱，落实紧急疏散预

案，是“定海神针”；他们仁爱无私，坚守

岗位，为学生“撑起一片天”。他们的担当

作为，在抗震救灾中留下了最美的身影。

最美逆行者

“第一反应都是去救孩子”
“地震发生时，第一反应都是去救孩

子，在操场上的老师连滚带爬地跑回自

己班上。”海螺沟景区磨西镇幼儿园教

师陈苇维回忆，当时正值幼儿园的午睡

时间，有的孩子还在睡觉，有的孩子要穿

裤子、袜子，陈苇维只能一手拉、一手抱，

哄着孩子们赶紧往外走，“当时声音里都

带着哭腔。”

为了确保没有遗漏，磨西镇幼儿园

的老师三次冲回教室，将230名幼儿迅速

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灾难面前，广大教职工满眼看的是

学生、满心装的是学生；在紧急状态下，

他们用爱和责任守护着学生的平安。

与震中毗邻的雅安市荥经县震感强

烈。刘颖是荥经县智慧星幼儿园中班教

师，儿子今年5岁，在她所在的幼儿园上

大班。地震发生时，她和其他教师刚安顿

好孩子们午睡，陆续来到位于幼儿园一

楼的食堂吃饭。“餐桌摇来晃去，桌上的

盘子、碗都在跳动。”回忆地震发生时的

场景，刘颖仍然感到害怕。但她和同事们

来不及思考，丢下饭碗，冲出食堂，奔向

二楼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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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9月7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

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

望，并在北师大建校120周年和第三

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向该校师生

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和问候，向全

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来，

你们通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增长

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

书育人的信念，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

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

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

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

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

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

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

献力量。

2021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简称“优师计划”），由教育部直属师

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

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

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

范生。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

划”师范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入学以来的学习收获，表达

了毕业后扎根基层教书育人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下转2版）

值此第三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

委、省政府谨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

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

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

近年来，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

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爱岗敬业、默默耕耘，呕心沥

血、倾情付出，用无私奉献诠释了教育

的真谛和教师的崇高，用执着坚守践行

了庄严的承诺和园丁的使命，用改革实

绩体现了开拓的精神和时代的担当，为

推动四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广大教师迎难而上、临危受命，坚持

奋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停

教”两条战线上，用心呵护广大学生身

心健康，“万家灯火时、朗朗读书声”成

为了这场没有硝烟斗争的温暖记忆；面

对突如其来的“9·5”泸定地震，涉灾地

区的老师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强震有

序组织学生转移避险，风雨同舟、守望

相助，生动诠释了平凡英雄的人间大

爱。大家甘为人梯、无怨无悔的高尚品

格，爱岗敬业、厚德载物的职业操守，无

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人类文明传播者

的光荣称号。省委、省政府感谢你们！全

省人民感谢你们！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目

标奋勇前行。迈步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重任在肩、

责无旁贷。希望大家忠诚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大力发扬“红烛”精神，不断升

华“春蚕”境界，志存高远、严谨笃学、为

人师表，切实担负起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使命，用三尺讲台

擎起莘莘学子的理想蓝天，培养出更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祝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

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全省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年9月9日

地震来袭，涉灾地区教师“逆行”而上，组织学生科学有序避险——

“保证学生安全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本报记者 陈朝和 倪秀 鲁磊 葛仁鑫 钟兴茂 王浚录 实习记者 张玥 马晓冰

全省教育系统工作者主动下沉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 同心抗“疫”

本报讯（记者 鲁磊）9月5日12时52分，

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16

千米。目前，地震已导致甘孜州泸定县、雅安

市石棉县多人伤亡。

“9·5”泸定地震发生后，省委教育工委、

教育厅立即启动教育系统二级地震应急响

应，成立工作组，与甘孜、雅安教育主管部门

联系，了解灾情，并安排对校舍安全进行排

查，防止余震等次生灾害发生。同时，厅领导

第一时间赶赴泸定指导防震救灾工作。

地震造成甘孜、雅安两地学校受损严重。

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要求灾区教育系统和

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落实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迅

速开展地震灾区校舍安全和危房排查，做到

逐校、逐栋建筑物以及围墙、护坡、车棚、厕所

等附属设施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要迅

速会同住建、应急等部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

校舍、建筑物开展鉴定，按照“鉴定一所、安全

一所、验收一所、复学一所”和“在确保安全前

提下才能复课”的要求，经验收合格、确保安

全后方可继续使用，坚决确保师生生命健康

安全。

地震发生后，甘孜州委教育工委、州教体

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成立了

由主要领导带队的抗震救灾一线处置小分

队，迅即奔赴震中磨西镇及受灾严重的燕子

沟镇、得妥镇等地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紧急处

置，并积极安抚师生情绪，全力护航校园师生

安全。据悉，泸定县内部分学校校舍不同程度

受损，学校师生紧急科学疏散，无人员伤亡。

石棉县教育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将石

棉县教育系统地震应急指挥中心设在石棉县

幼儿园，第一时间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受灾

情况进行排查。

记者从甘孜州教体局、雅安市教育局获

悉，为确保校舍及师生安全，目前，两地迅速组织专业人员，展开地

震灾区校舍安全和危房排查，并会同住建、应急等部门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校舍、建筑物开展鉴定。同时，全力做好在校师生的安置和

保障工作，各级各类学校每日开展常态化巡查，加强校园周边安全

隐患排查，并启动针对师生的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

“我们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摆在

首位。”甘孜州、雅安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鉴定一

所、安全一所、验收一所、复学一所”和“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才能复

课”的要求，科学研判、做好方案，逐步实现分批次、分年级、分学校

有序复课，确保广大师生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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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磊）记者9

月 8 号从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

获悉，泸定县因地震停课学校结

合各自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国

家、省、州、区（市）县教育资源平

台提供的课程资源，采用“在线

直播教学”或“观看线上课程视

频+在线讨论与答疑+作业布置

与反馈”等多种线上教学模式，

组织展开线上教学辅导。

目前，泸定县采用线上教

学的学校有 16 所，覆盖学生 1

万多人，暂未达到线上教学条

件的学校，也通过“学生自习+

教师辅导”的方式开展了教学

工作。位于泸定教育园区的甘

孜州高级中学、甘孜州职业技

术学校已正常开课。

记者了解到，泸定6.8级地

震造成该县27所学校、海螺沟6

所学校，因地基沉降、校舍墙体

开裂等暂停正常线下教学。

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机

构正对停课学校的校园建筑、

护坡、地质灾害点等场所进行

专业的鉴定评估，待鉴定完

成，报经抗震救灾指挥部同意

后，将分批次、分年级、分学校

有序复课。

本报讯（沈文）“9·5”泸定

地震发生以来，全省教育系统

积极响应号召抗震救灾。9 月 9

日，为帮助受灾师生缓解恐慌

心理，消除紧张情绪，四川省教

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省电

教馆）协同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为甘孜州、雅安市的师生

开通直播课堂，邀请省正高级

教师、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唐远琼博士在线做心理

辅导专题讲座。

唐远琼围绕地震后的自我

心理调节主题，从觉察并接纳

自己的情绪行为反应、积极应

对并在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等

方面，为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

细致生动的疏导、讲解。通过在

线辅导，引导学生学会觉察和

表达情绪、理性管理情绪、有效

疏解压力。

甘孜、雅安两地 30 万余名

师生通过在学校集中观看、在

安置点或家中通过移动设备分

散观看等方式收看了直播。师

生们表示，唐老师的心理专题

辅导讲座虽然是在屏幕上，但

温暖的话语就像在身边一样，

及时安抚了大家的情绪，更让

他们学会如何有效克服震后心

理和情绪障碍，增强自我调节

能力和抗压能力。今后大家更

有信心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投

入到学习和生活中。

甘孜、雅安30余万名师生

在线观看震后心理辅导讲座

泸定因地震停课学校
有序开展线上教学

地震发生后，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迅速搭建帐篷，学生们

得到妥善安置。 （图片由学校提供） 地震当天，石棉县回隆镇第一小学学生按照紧急疏散方案有序从教学楼快速撤离。（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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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文）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

形势，连日来，全省教育工作者积极响应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参加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号召，投身到各地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主动向居住地社区小区报

到，亮身份、当先锋、走在前、做表率，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出新

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省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直属机关党

委第一时间下发通知，倡导直属机关广

大党员干部坚决扛起疫情防控重大政治

责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勇毅担当，主

动下沉社区或小区，与基层干部和防疫

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积极参加

核酸检测、信息统计、物资配送、值守执

勤等工作，积极为独居老人、孕产妇等困

难群体提供帮助、纾困解难，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

扬。

机关服务中心党支部十余名党员干

部立即主动与社区对接，自觉投身和服

务于防疫工作，入户为群众配送政府赠

送的蔬菜，帮助转运快递物资等。基建后

产中心党支部积极动员居家的党员干部

下沉到社区就地开展志愿服务，参加核

酸检测、信息统计等工作。全省招考系统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下沉

一线，穿上防护服、披上红马甲，以实际

行动展现招考担当。

各市(州)教育系统、各高校的党员干

部、教职工也闻令而动、冲锋在前，下沉

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阿坝州委教育工委、州教育局发布

《致全州教育系统的倡议书》，州教育局

党员先锋突击队 4

名队员奔赴

阿坝县抗

疫一线。

资阳市教育体育系统600余名教职工化

身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

22名市直属系统党员同志担任疫情静态

管控下小区的临时党组织书记。合江县

教体局职工下沉到包联社区，大家化身

引导员、讲解员、秩序员、审核员、登记

员、宣传员等等，与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

者一起战“疫”。西南交通大学党员教师

发挥“教师深入，党员冲锋”的双引领作

用，主动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参与核酸

检测扫码、贴试管码、维持核酸检

测秩序等工作，落实好防

疫各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