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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动作要整齐，要有生动的表情。这是一个万家团圆的日子，表现的应该是喜悦的神情……”9 月 5 日，见到何敏时，她正与搭
档李晓敏组织学生为四川电视台中秋晚会录制节目作准备。
何敏很忙，忙是她的常态。
三尺讲台，辛勤耕耘二十五载；披星戴月，收获颇丰情满怀；教书育人，神圣使命时时在；兢兢业业，燃烧青春发渐白。优秀教师，
不忘初心志不改——何敏，认真践行一名教师应尽的职责，
为自己、为学校留下光辉印记，
为她热爱的教育留下一个个动人故事。

特别报道

问她这样不累吗？她说：
“ 我不是钢铁做
的，我也知道累啊，可我是教师，就要对得
起教师神圣的职责。”

推 倒 重 来 ，从 方 法 架 构 上 完 全“ 变
异”，边备课边擦眼泪，擦干眼泪继续上
课。就这样，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要求，一周里，何敏在双林小学上了六堂
教坛竞技拔头筹 倾囊相授育新秀
课，从漏洞百出到得心应手，从得心应手
何敏不是钢铁做的，但她要把自己锤
到精益求精，最后在大奖赛中获得二等
炼成
“一块钢铁”
。
奖，
创造了甘孜州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何敏常说：
“要让学生有一碗水，自己
25 年来，磨炼、获奖、再磨炼、再获奖，
得有一缸水。”她像海绵一样孜孜不倦汲
何敏说，自己没有经验可言，只是有更多
取知识，自觉加强专业知识及理论知识的
的教训。积极投身教研兴教、科研兴教，无
学习；积极参加各种专业培训，不断给自
论是省、州、县、校级大大小小的教研与科
己“充电”，博采众家之长，力争把新的教
研活动，何敏都坚持参与，在全州、全县小
育理念、教学思想在自己的教学中实践， 学数学教师培训活动中，她为青年教师们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引领、示范、指导，与青年教师们们共同体
用情备好每堂课、
用心上好每堂课。
在
验与提升。她多次在全州小学数学教师培
备课中，深思熟虑，选择最优方法；在上课
训中，担任授课教师上示范课；在县“国
中，以学生为主，开拓学生思维，让学生做
培”活动中，她担任送教活动的副班主任，
到
“教一知十”
“教一知百”
，
达到最佳效果。 担任“工作坊”的坊主，组织线上与线下活
25 年来，何敏不仅所教班级名列前
动的开展；2018 年、2019 年 7 月，在州教
茅，更是在各种大赛中斩获颇丰。校赛课
委参加了“补偿教材”的编写。她的讲座让
一等奖、县赛课一等奖、州赛课特等奖、省
人津津乐道，她的授课让人啧啧称赞，县
赛课二等奖……一张张奖证，凝聚着心血
内县外都知道，泸定成武小学有个何敏
和汗水，
见证着热忱和情怀。
“教书厉害”
。
25 年来，何敏参加的各类大赛不下一
当教训成为过往，经验就成为秘笈。
百次，每次都获得不俗成绩。每次竞赛都
何敏在竞赛中主动“退位”，让年轻教师走
是一个不断提高和升华的过程，何敏正是
上前台，她毫不保留对青年教师给予指
在这一次次磨练中，
千锤百炼更坚韧。
导，曾指导过李晓燕、李清、杜红、兰登美、
何敏把每一次竞赛称为“磨课”。让何
熊静、姚群英等老师，这些老师分别在县、
敏最难忘的一次“磨课”是 2009 年参加省
州、省、国家级赛课活动荣获优异的成绩，
青年教师竞赛课。
她也因此荣获县、州、省、国家级各类指导
那年，刚从冷碛镇中心校调至泸定成
奖。当看到这些后来者取得了远超于自己
武小学的何敏从学校赛课到县级赛课再到
的奖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她又流下
州级赛课，
过五关斩六将，
成为代表甘孜州
了喜悦的泪，她说：
“看到这些年轻人成长
参加全省青年教师数学课大赛参赛代表。
起来了，
比自己得奖还要高兴。”
作为边远山区教师要在全省大讲台上
春风化雨润桃李 辛勤耕耘创佳绩
与来自20个地市州的同行同台竞技，
没有几
板斧只会铩羽而归。
为了上好这堂竞赛课，
何
作为一名教师，
除了教书，
更要育人。
敏来到成都市成华区双林小学
“磨课”
。
25 年来，担任了 25 年班主任，担任少
从边远藏区到省会城市，面对的环境
先队大队辅导员 13 年，何敏就像每个孩子
和学生都有很大差异，原来轻车熟路的状
的妈妈一样关爱他们。
态一下没有了，第一堂课试讲之后被批得
在教育教学中，何敏总是微笑地面对
体无完肤。
成都听课的教师直言不讳，
说得
每一个学生，细心地观察学生的一举一
何敏脸上火辣辣，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动。她事事时时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

国道货车自燃！隧道司机被
困！关键时刻，
最佳
“蓝”
友显身手
甘孜日报讯 一声号令，他们义无反顾奔向现
场设警戒，救人、灭火……在熊熊烈火中创造奇
迹，在千难万险中架起天梯。从“橄榄绿”到“火焰
蓝”，激情没变，使命没变，激情没变，使命没变，他
们还是那个“一声到，一生到”消防员，刻苦训练，
勤勉备战，
只为
“护你周全”
。

危急时刻一：货车突发自燃 司机被爆
胎冲击波震伤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文/图

何敏在为学生们讲解难题。

赞

“火焰蓝”护你周全

记省教书育人名师、泸定成武小学教师何敏

44 岁的何敏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有些
憔悴沧桑。
“咋不老，她那个拼命法，真是心中只
有学校和学生娃。”何敏的丈夫“埋怨”中
透着心疼。
1994 年，何敏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泸
定县冷碛镇盐水小学任教。盐水小学地理
位置偏僻，
不通公路，
得从冷碛镇步行三个
小时土路才能到达，
往往是晴天一身灰、
雨
天一身泥。得知女儿要到这个连男孩都不
愿意去的地方去工作，
母亲唉声叹气，
可何
敏却说：
“我是农村人，
啥苦没吃过，
难不倒
我。”就这样，这个 19 岁的柔弱女孩背上行
李、
蹦蹦跳跳地前往盐水小学。
话说得“潇洒”，但面临的困难是原来
没预想到的。学校老师多是盐水村人，一
放学都各回各家，何敏要自己煮饭，还得
一个人孤独地看守学校，特别是夜深人静
的时候，让她害怕得不敢入睡，只有坐在
床上不断唱歌给自己壮胆。
一个人冷清，何不把孩子组织起来，
给他们补课呢？从此，放学后，清亮的授课
声、朗朗读书声、美妙的歌声让学校热闹
起来，学校不再冷清，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何敏在与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中感受到
孩子们的天真可爱，也感受到他们对知识
的渴望，也坚定了她努力教学、把孩子培
育成才的决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何敏向老教师
请教，订阅教学刊物汲取营养，经常利用
周末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
学生家长进行沟通，不仅得到学生的热
爱，也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
在盐水小学四年，何敏的教学在冷碛
镇年年取得同年级评比第一。
“那时，得到
镇第一名的有 50 元奖金，钱虽不多，却是
莫大的荣誉。”何敏看重的不是金钱的多
少，而是对事业的一种追求。
“教育是良心工程，
教不好就对不起良
心、
对不起学生娃。
”
在盐水小学教了4年书，
1998 年，何敏调到冷碛镇教书，2009 年调
至泸定成武小学任教。
不管在哪任教，
何敏
常说一句话——
“上课要紧。
”
这句已经成为
口头禅的话折射出了她严谨的工作态度。
台上 45 分钟，台下却是无数个 45 分
钟。
大家看到的是她面对学生自信满满、
满
脸灿烂的笑容，
看不到的是她归家后腰酸背
疼、
满脸疲惫的憔悴；
大家看到的是她在讲
台上妙语连珠的风采，
看不到的是她为新课
做准备、
深夜在台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
何敏身上有一股子“狠”劲。记不清是
多少次带病坚持上课了，只要面前有学
生，只要一站上讲台，
她就精神百倍。
何敏身上有一股子“闯”劲。她特别关
注学生作业中的错误，坚持在课后及时总
结教学经验、反思存在问题、注重查漏补
缺，
跳出书本看教学，
大胆实践、
延伸拓展，
经过多年探寻，
形成了
“有深度、
有宽度、
有
厚度”
的
“三维立体”
课堂教学法，
让学生的
学习形成不断“爬坡上坎”的良性循环，培
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极强的学习能力。
25 年如一日，何敏以坚定的信念、不
懈的努力、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思想和
行为，影响并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
年轻教师。为学生着想，全身心投入。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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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载献青春 衣带渐宽终不悔

社会民生

样，帮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积极的
生活态度，不仅对学习优异的学生倾注爱
心，更对后进生特别关注，把爱的阳光洒
向每一个学生。
张真（化名）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在
外打工，2014 年跟着爷爷奶奶从新龙县转
学来到泸定读 4 年级。由于是与没有上过
学的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最多只能照顾好
孩子的衣食，孩子内向少语，沉默得有些
自闭。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学生，何敏特别
关注，她经常与张真谈心，希望打开她紧
闭的心窗。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但何敏
一直没放弃。
在张真就读 5 年级的一天，没来读书，
何敏跑到她家一看，只见张真一个人躺在
床上，脸色苍白、冷汗直冒，一问，张真肚
子疼痛。何敏一把把张真背在背上就往医
院跑。柔弱的身体背着张真下了四楼，步
行一公里，打上的士，送到医院看病就诊，
等这一切都完成后，何敏早已衣衫湿透。
经医生检查，张真是患了急性肠炎，要是
送医迟了，
后果不堪设想。
当张真爷爷奶奶闻讯踉踉跄跄赶来
时，张真已经在卧床输液，病情得到了极
大缓解。两位老人连道感谢。何敏平静地
说：
“学生也是教师的娃娃，这是我们一个
教师应该做的。”
心窗被打开了，从此以后，张真变得
开朗了、阳光了，有啥心里话总是与“何妈
妈”说。现在已是成都蒲江中学高一学生
的张真成绩名列年级前茅，她说：
“是何妈
妈，
成就了我的今天。”
何敏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把真诚的
爱洒进每一个孩子的心田，用教师的人格
魅力感染学生。别人眼中的“破罐子”，何
敏却是百般珍爱。不抛弃不放弃，教授知
识，引导行为，针对每个后进生的不同情
况，她制定提升方案，用心用情，春风化雨
般扶正一棵棵树苗，
让他们挺拔成长。
25 年来，她送走 5 届 200 余名学生，
这 200 余名学生都很感谢何老师、
“ 何妈
妈”。泸定成武小学教师李启圣、谢冰茹，
曾是何敏的学生，现在是她的同事。两人
都说，正是因为受到何敏的影响，才树立
了当一名教师的理想。他们要像何老师一
样，薪火相传，做一个优秀的教师，为藏区
教育作贡献。
作为一名一线小学数学教师，何敏为
自己定标、定格——
“师德要模范、班级管
理要优秀、教育教学成绩要突出”。她所任
学科年年夺魁，所带班级届届标兵，她连
续被聘请为泸定县小学数学学科的指导
教师与兼职教研员，甘孜州小学数学学科
兼职教研员与康巴名师。
可何敏也有遗憾，
就是为了教学、
为了
学生，
却没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原本
基础很好的孩子高考时只考上了一个大
专。
她对女儿说：
“孩子，
是妈妈对不起你。
”
她的女儿既理解也有些淡淡埋怨：
“你有着
更多的儿女需要照顾，只能怪我自己没努
力。
”
那一刻，
何敏流下了愧疚的泪。
25 年的路很长，一路辛劳，一路坚持，
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未来的路更长，何敏
说：
“我的成长离不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离
不开学生和家长的理解和信任，
从步入教坛
那天起，
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
我会无怨无
悔地奋斗下去，
直到我教不动的那一天！
”

9 月 2 日凌晨 3 时 46 分，位于康定市往姑咱
镇方向的 318 国道上，一辆大货车发生燃烧。康
定市炉城路消防中队接到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
接警调度后，立即出动一辆消防车、7 名消防员
赶赴现场救援。
凌晨 4 时 20 分，炉城路消防中队抵达事故
现场，消防员通过现场侦查，发现一辆大货车停
在路边，车辆整个货箱正在猛烈燃烧，车内无人
员被困。经询问知情人得知，货车司机在发现车
辆起火后，第一时间靠边停车后，利用灭火器对
着火部位进行灭火。由于车辆起火猛烈导致轮胎
突然爆炸，货车司机被轮胎爆炸的冲击波震伤，
后被送往康定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凌晨 4 时 23
分，消防指挥员立即命令做好路面警戒，并立即
疏散周围围观群众，灭火小组迅速单干线出两支
水枪对货车起火轮胎进行冷却灭火，3 分钟后明
火被扑灭。为确保安全，中队队员继续对车轮进
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10 分钟后浓烟散去，经
仔细检查，确保车辆无安全隐患后，将现场移交
给现场执勤民警。
经事后了解，此次事故主要原因是货车在
行驶过程中刹车过热导致突然爆胎发生车辆自
燃。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广大车主预防轮胎自燃
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证轮胎气压正常，过低
的气压或者超载都会加剧轮胎内部的运动，极
易引发自燃；二是长时间行车，要适当休息，让
轮胎释放长时间行驶所积累的热量；三是要勤
检查车辆轮胎和制动系统，将潜在的自燃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

危急时刻二：隧道内两车相撞 司机被
困驾驶室
9 月 3 日上午 9 时 27 分，位于泸定县伞岗坪隧
道往泸定县城方向发生一起车祸，一人被困。泸定
县得志街消防救援中队接到指挥中心接警调度
后，立即出动一辆抢险救援车、6 名消防指战员赶
赴现场救援。
上午 9 时 58 分，得志街消防中队到达现场
后，发现是一大一小两辆货车相撞，小货车司机因
车头被撞变形、双脚被困驾驶室内，暂无生命危
险。中队指挥员立即组织开展救援，中队指战员首
先利用液压剪钳对车门进行破拆；10 时 02 分左
右，对车门完成破拆；随后利用液压顶杆对车头变
形部位进行称顶；10 时 08 分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将被困人员送上了救护车。
消防部门提示：十次车祸九次快，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提醒广大驾驶员同志安全行车，
平安回家。
本报记者

我省第一片区
县级综合气象业务技能
竞赛在我州举行
甘孜日报讯 近日，四川省气象部门第一片区
2019 年县级综合气象业务技能竞赛在康定举行，
来自眉山、乐山、雅安、攀枝花、凉山、甘孜等六个
市（州）下属县局的 19 名选手参加竞赛。
竞赛以“客观、公平、公正”为原则，以“提升素
质、争创佳绩、提高技能”为宗旨，分综合业务基础
理论（笔试）、自动气象站技术保障（笔试）和计算
机综合处理（操作）等三个科目进行。竞赛为全省
第一片区的参赛选手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互相学
习、互相交流的平台，进一步增强了综合气象业务
人员的沟通能力、创造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了自
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李正蓉

农行甘孜分行

助农取款机具覆盖全州
逾 2300 个行政村

“ 风来了，
雨来了，
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
”
——陶行知

甘孜日报讯 助农取款覆盖一片，金融普惠造
福一方。据农行甘孜分行数据显示，截止 8 月末，
该行助农取款机具布放 2409 台，覆盖全州 2326
个行政村，覆盖率达 87%，超全年 75%覆盖计划
12 个百分点。其中，雅砻江上游石渠、色达、德格、
甘孜 4 县交界地区 174 个行政村，泸定、甘孜、新
龙、乡城、道孚 5 县所有行政村实现 100%全覆盖，
广大农牧民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农行提供的最基
本、便捷、高效的普惠金融服务。
“我们乡镇离县城太远，山路崎岖，最远牧区
离县城往返达 300 公里以上，雨季和冬季道路安
全隐患很大。现在好了，农行助农取款点安装到了
我们家门口，各种惠农资金随取随用太方便了，再
也不用起早贪黑到县城取钱。”牧民斑鸠在石渠县
瓦须乡干补村布放的助农取款点取到当月的草补
资金后，
激动地说。
据悉，
该行布放的助农取款点智能POS机具功
能齐全、
性能优良，
支持全卡种刷卡、
手机快捷支付
等，
极大地满足了百姓取款、
转账汇款、
缴费、
查询等
日常所需，
打通了金融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陈建军 陈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