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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李
广， 是河北省
围场县哈里哈
乡莫里莫村幼
儿园唯一的教
师。 从参加工
作至今， 他在
贫瘠的山沟里
坚守了38年。
李广说： “人
活一世， 能做
自己热爱的工
作并得到人们
肯定， 自己这
辈子过得值！”

扎根山村育“幼苗”
———记河北省围场县哈里哈乡莫里莫村幼儿园教师李广

■本报记者 周洪松 通讯员 刘杰

“李老师好！” 新学期伊始， 坐落在
坝上山沟里的河北省围场县哈里哈乡莫
里莫村幼儿园， 又迎来了几个孩子。 初
秋时节， 山风清爽， 听到孩子们的问
候， 李广老师的脸上乐开了花。

已经57岁的李广， 是这所幼儿园
唯一的教师。 从参加工作开始， 他已经
在这个贫瘠的山沟里整整坚守了38年。
38年的沧桑岁月已在他的脸上留下了
深深印记， 站在自己一手建造的幼儿园
里， 李广自豪地说： “人活一世， 能做
自己热爱的工作并得到人们肯定， 自己
这辈子过得值！”

志不渝，坚守深山38年
莫里莫村幼儿园地处塞罕坝， 全村

11个居民组分散居住在方圆20多里的3
条深山沟里， 只有一条蜿蜒的村路与山
外相连。 就在这个交通闭塞、 环境恶劣
的小山村， 李广开始担任民办教师。 这
一干， 就是38年。 其间因为工作出色，
虽然转为公办教师， 但他依然选择扎根
山村。

“俺们这里条件艰苦， 很多老师待
不了几个月就找门路想办法调走了。 一
拨拨地走， 也就是李老师一直待在这
里。” 十里八沟的乡亲们对李广十分敬
佩。

“我也曾有机会调走， 但山沟里几
个村的孩子怎么办， 总得有人教、 有人

管。” 李广平静地说。
莫里莫村幼儿园由原村小学改建而

成。 当时校园里仅有顺着一溜山坡建起
来的几间校舍， 院里高低不平， 沙石遍
地， 一到刮风天就尘灰扑面， 一到下雨
天就泥泞不堪、 难以下脚。

那些日子， 李广把幼儿园当成了自
己的家， 自己动手垒院墙、 修操场、 建
植物园。

没有报酬、 没有帮工， 李广总会挤
时间， 赶进度。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身材瘦小的他始终不停地在幼儿园里忙
碌……

家里人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 都
心疼地说： “该歇你就歇歇吧， 你都多
大年龄了， 不要逞能了。” 他虽然觉得
家里人说得有理， 但就是怎么也停不下
来。

山里缺水， 多年来， 幼儿园饮用水
十分困难， 要到距学校100多米远的水
井担水， 井水还经常是浑浊的。 于是，
李广开始琢磨为幼儿园打井的事儿。

劳心费力， 连打三眼。 前两个因无
水失败， 第三次打的这眼井每年只在夏
季有水， 其他季节干涸。 直到2011年，
李广在县水务局争取了一个打井项目，
10月末钻井队到校开始施工。

当时正是秋忙时节， 雇不到打井的
小工， 李广主动承担起组织小工的任
务， 安装打井设施， 人少干不了， 他凭
着在村民和家长中的威望， 向家长做工
作， 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按黑白两班

倒， 每名家长义务出工一班， 编了10
天班。

但由于井深岩石硬， 按预定时间没
有完工， 结果延期了5天。 不好再向家
长开口， 没办法， 李广只好白天一边当
老师照顾孩子上课， 一边当小工。 夜班
他一人顶着， 持续半个月， 没睡过一个
囫囵觉， 每天和泥浆、 换钻杆、 清泥
沙， 忙得团团转， 浑身累得散了架。 井
终于打成了。 看到孩子们能用上清澈干
净的井水， 李广脸上露出了微笑。

像这样的事儿， 在李广38年的工
作中还有很多。

李广多年的努力也让山里乡亲们看
在眼里、 记在心里， 每逢家里有喜事
儿， 都会把李广请来当座上宾。

倾心血，营造“世外桃源”
李广始终把改善办园条件当作一件

大事。
生活中， 李广有一手漂亮的木工、

泥瓦工手艺。 一有时间， 他就取出自己
的工具， 为学校砌围墙、 垒月台、 砌台
阶、 平整院落、 硬化活动场地、 做橱
柜、 改制桌凳、 焊制安全护栏和大型体

育活动器材， 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莫里莫村幼儿园地处山区， 李广又产

生了新想法： 把幼儿园建成孩子们喜欢的
乐园。 于是， 他着手对幼儿园进行设计，
循院就势， 随高就低， 建绿地、 植物园、
花园、 果园。

李广又一次当起了师傅， 雇了一个小
工当帮手， 他既怕耽误孩子上课， 又担心
天气变冷泥水不和， 每天刚一放亮他就出
现在工地上， 饿了他就吃口从家带来的干
粮，困了他就喝口凉水提提神。就这样，7天
时间， 他完成了180延长米牙子砖围花园、
镶甬路、绿地边角的工作，又用独轮车取土
垫花园、绿地、 果园近400平方米。

有了地方， 还得有瓜果树木， “得让
幼儿园春有绿、 夏有花、 秋有果”。 为此，
李广利用节假日， 用废旧轮胎巧妙造型，
建成立体移动花坛， 还在果园、 花园、 植
物园、 院内四周、 甬路边角， 栽植了五角
枫、 龙爪榆、 樱桃、 杏树， 还种植了油葵、
瓜菜豆及各类花草。

春种、 夏管、 秋收， 都是他一人劳作；
整地、 栽种、 施肥浇水、 除草、 树木花草
的修剪， 都靠他自己来完成。

李广从中摸索出一套种植管理技术。
因幼儿园绿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 一到夏
天， 杂草丛生， 为了不耽误常规教育教学
工作， 他只能牺牲休息时间除草、 松土。
每到暑假， 他隔几天就会到校除草、 浇水，
将这些花草像照顾学生一样对待。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由于他多年的付出，
莫里莫村幼儿园真正成了生态校园： 春天
绿树成荫， 夏天花草飘香， 秋天硕果累累。
院内四季常青，瓜果蔬菜、树木花卉间混套
种，立体种植，错落有致，色彩协调，无处不
给人以美的享受。“放假在家了， 小孩子还
吵着要上学校玩。 ”村里乡亲们说。

铸师魂，做“最美山区教师”
上世纪80年代初， 李广与村干部协

商， 把100亩荒山划归村里小学作为校山，
并种上了松树。 30多年， 他一直义务担任
护林员， 无论寒暑， 踏坑、 除草、 修枝、
打杈， 常年管护。 如今， 这百亩校山成为
幼儿园的财富。

2007年， 李广采伐了其中一部分树
木， 收入了3.6万元， 当时对那个小山村来
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钱全部用于翻新
校舍、 改善饮水设施、 安装暖气、 焊制安
全护栏和室外大型玩具， 并添置了幼儿休
息用床， 购买了电脑、 打印机、 电视机、
饮水机以及各类儿童玩具、 图书。

（下转第四版）

做新时代的好老师
特别报道

李广和孩子
们一起玩他亲手
制作的“公鸡对
啄”。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她是一名
幼儿教师， 明
知自己不会游
泳， 却义无反
顾跳入江中抢
救 落 水 的 孩
子。

瑞安女教师勇救落水男童牺牲
胡小丽被追授“最美温州人”和“最美瑞安人”称号

■本报记者 朱振岳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 有一位
年轻妈妈的义举拨动了众人心弦， 令社
会涌动着温情和感动。 她是一名幼儿教
师， 明知自己不会游泳， 却义无反顾跳
入江中抢救落水的孩子。

10月1日， 36岁的浙江省瑞安市民
办风荷幼儿园教师胡小丽， 带着13岁
的女儿冰冰 （小名） 在瓯江边玩。 在发
现一名男童不慎落水后， 她全然不顾自
己不会游泳， 勇敢地跳入江中救人， 小

孩获救了， 而胡小丽却被江水无情地吞
噬， 永远离开了此前已失去父亲的女
儿。 10月5日， 温州市委宣传部、 市文
明办追授胡小丽“最美温州人”、 “温
州好人” 称号。 10月7日， 瑞安市委宣
传部、 温州市文明办追授胡小丽“最美
瑞安人” 荣誉称号。

据介绍， 胡小丽平时工作较忙， 难
得有空带女儿出去玩一趟。 受妹妹的邀
请， 10月1日一大早， 母女俩就从瑞安
来到温州市区， 和冰冰的阿姨等人一起
来到被瓯江环绕的七都岛露营烧烤。 据
现场目击者回忆， 上午9时许， 就在大
家等待着一顿烧烤美味时， 突然， 在附
近玩耍的一名8岁男孩不小心掉进瓯
江。 对孩子有着特殊感情的胡小丽第一
个冲过去营救， 伸手去抓但没拉住， 随
后立即跳进水里去救人， 连身上的包都

没来得及甩掉。
当时正值涨潮时分， 潮水汹涌， 在

这危急时刻， 胡小丽始终托着男孩， 奋
力将他推向岸边。 就在小男孩被推到岸
边的瞬间， 闻讯赶来的一位女士拉住了
孩子的手， 把他救上岸。 而胡小丽的用
力一推， 却因反作用力使自己漂得离岸
边更远了。 很快， 与胡小丽同行的亲友
及周边群众赶来了， 纷纷跳入江中营救
胡小丽， 但江水实在太凶猛， 就连附近
水性较好的村民也无能为力。 半个小时
后， 当水上派出所民警将胡小丽救起
时， 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胡小丽见义勇为的事迹传开后， 在
当地和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 与胡小丽
共事5年的风荷幼儿园园长黄素描哽咽
着说： “胡小丽的举动绝不是冲动， 而
是太爱孩子了。 她家就离飞云江几分钟

路程， 她知道潮水的危险。”
记者了解到， 6年前， 胡小丽的丈夫被

查出患了白血病， 她除了上班外， 其他时
间都在照顾丈夫和女儿。 3年前， 她的丈夫
不幸去世后， 她为了维系家庭的生活， 白
天在幼儿园上班， 节假日和晚上又兼职做
收银员， 母女俩相依为命。

“妈妈是英雄， 她是好样的， 但是她在
救人时候有点不理智， 明知道自己不会游
泳， 就该想其他救人的方法。” 在现场目睹
母亲救人的女儿冰冰说。 胡小丽舍己为人
的事迹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她留下
的孤女冰冰更令公众牵挂。 面对多位好心
人的捐款意图， 正在读初一的冰冰明确表
示不愿接受捐款， 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生
活下去。 记者从温州市教育局了解到， 目
前已有专门的心理教师开始和冰冰做一对
一的交流。

视中教 线

12家单位获“国家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称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刘羊旸） 国家林业局、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近日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库布
其沙漠亿利生态治理区等12家单位“国家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 称号。

这12家单位是： 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其沙漠
亿利生态治理区、 辽宁省本溪平顶山环城国家森
林公园、 黑龙江省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江苏
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雁荡山国
家森林公园、 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区、 河南
省平顶山市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 湖北省咸宁市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 湖南省苏仙岭—万华岩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贵州省贵定县甘溪省级森林公园、 福建
农林大学。

授予决定称， 当前， 各地各部门按照建设生
态文明的总体布局和要求， 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
育试点示范建设。 要充分发挥教育基地的示范引
领作用， 加强生态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开展
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不断提升生态文明
教育的质量。

新疆11个县建30所“田间学校”

开展培养新型农民试点
本报乌鲁木齐10月7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今天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获悉， 从
今年起， 新疆在11个县市开展农民“田间学校”
试点工作， 建设30所“田间学校”， 采用非正式
成人教育方法， 推动科技进村入户， 培养新型农
民。

据介绍， 新疆将对11个县市每县补助5万元
建设30所农民“田间学校”， 并配备6名专业技
术人员作为辅导员， 负责包村开办农民“田间学
校”， 定期进行技术指导， 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
接受到职业技术教育。

为做好让农民在家门口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
工作， 新疆还将举办师资培训班， 选拔业务能力
强、 熟悉农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辅导员培
训； 定期组织辅导员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培训，
建立一支由初级、 中级和高级辅导员组成的师资
队伍。

西藏构建教师立体培训体系

覆盖全学段全学科全人员
据新华社拉萨10月7日电 （记者 索朗德吉

张京品）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 2011
年以来， 西藏各级各类教师参加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培训达3.77万余人次， 基本实现了西藏全区教
师培训全学段、 全学科、 全人员覆盖。

近年来， 西藏强化在职教师培训， 全面落实
中小学教师五年全员轮训目标， 基本形成了全员
培训、 骨干研修、 在职提高学历等相结合， 国
家、 区、 地、 县、 校五级既分工负责又相互衔接
的教师立体培训体系。

目前， 西藏专任教师达4.08万人。 根据西藏
实际需求， 西藏大学、 西藏民族学院及拉萨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等专门培养教师， 不断扩大区内院
校师范专业特别是学前教育专业招生比例。 实施
的小学教师全科培养计划， 着重培养一专多能的
小学教师。 同时加大双语教师培养力度， 藏语言
作为必修公共课被列入教学计划。 此外， 2011
年以来， 部属师范大学共为西藏培养314名定向
毕业生和814名免费师范毕业生。

革教育 筲改 发展动态 /

陕西延长县中毒幼儿园
相关责任人受处分
园长被撤职 教育局长受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讯 （冯丽 记者 柯昌万） 9月25日，
陕西省延长县第二幼儿园发生一起中毒事件， 导
致29名师生中毒， 其中1名幼儿死亡。 记者近日
从延长县委宣传部获悉， 仍在住院治疗的9名幼
儿病情平稳， 事件相关责任人已被处分。

据了解， 延长县教育局局长王军民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延长县第二幼儿园园长肖向莉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撤销园长职务； 幼儿园后
勤工作人员李延陵受到降低两个岗位等级处分，
并调离原工作单位； 大三班班主任张喜琴， 保教
教师廉樊、 李瑛及当周值周教师白莉莉等4人被
降级并调离原工作单位。

目前， 尚有1名幼儿在延大附属医院住院治
疗， 病情平稳； 8名幼儿仍在县医院留院观察，
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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