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前的9月10日，刘定松
14岁。

2008年夏天，在俄罗斯海洋中
心疗养时，他的心中便播下了一粒
种子——成为像金娜一样的老师。

十年岁月，种子破土，生根，发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刘定松

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教学中，
他总是用赏识教育去发掘孩子们
的闪光点和潜能，就像当年克列
斯·金娜老师鼓励他一样。

今年9月10日，是刘定松当教
师后过的第三个教师节。他期待
在海洋中心，与当年鼓励过他的克
列斯·金娜老师重逢。

十年后
依然记得老师们的名字

2008年7月，阿坝州的刘定松
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从四川出发前
往海洋中心，在那里度过了影响他
一生的21天。

“我被分在第二十七小组，带
领我们的俄罗斯领队是和蔼可亲
的玛莎、尤利娅、娜达莎、娜斯佳，
以及可爱的奥利格。”十年之后，刘
定松还是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老
师的名字。

“我们的语言不通，娜斯佳和
尤利娅主要负责翻译，玛莎总是为
我们安排好一切，每天早上总是会
说‘早上好！孩子们该起床了！’”在
刘定松眼里，老师们总是笑得眼睛
都眯成一条线了，都十分的耐心，十
分的友好，就连起床“困难户”也觉
得老师的声音、笑容充满了魔力。

一堂课
确立了他的人生方向

在海洋中心的一堂美术课改
变了刘定松的一生。

他不喜欢画画，也不会画画。
美术课上，老师请孩子们画一幅
画。“我当时就傻眼了。”刘定松很

着急，想着“我该怎么办啊？”别的
孩子画出了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
画，他却迟迟动不了笔。

克列斯·金娜老师走过来，轻
声问他“你想要画什么？”刘定松怯
怯地说，“我想要画一个火炬手，可
是我一点绘画基础也没有。”

金娜老师微笑着，轻轻握住他
的手，告诉他“放松，跟着我的手一
起动！”虽然那幅画并没有成功，却
激起了刘定松绘画的兴趣，他告诉
自己：我一定要画一幅属于自己的
画。经过无数次失败，在离别前，
刘定松终于画好了一张心中的火
炬手，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幅画

作。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这
幅作品还被老师推荐，成为海洋中
心艺术展示作品之一。

当老师
用赏识教育来教孩子

从那时起，刘定松就确立了人
生的方向：成为克列斯·金娜一样
的老师。

回国后，他努力学习，考上了
阿坝师范学院，两年前成为松潘县
岷江中心小学校一名体育老师。

“教学中，我总是运用赏识教育法，
不断鼓励学生去突破自己，或者鼓
励学生发现自己的潜力。”刘定松
说，他用实际行动向克列斯·金娜
老师致敬。

重返俄罗斯海洋中心，刘定松
的妈妈用羌绣手法为俄罗斯的朋
友手工制作了几双鞋垫。“在我们
那里，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刘定松
希望这份礼物能给他最喜爱的克
列斯·金娜老师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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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肖家河街道
深化廉政风险防控

如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融
会贯通到基层建设中？如何提升职
业操守增强预腐防变能力？近期，
为了使广大干部职工提高综合素
养，转变工作作风，高新区肖家河街
道党工委精心策划，利用四天时间，
对全体干部职工分两批次开展“守
规矩、强素质”轮训。

基层工作主要是民生，民生工
作关键在干部。基层干部是各项工
作的具体执行者，手中拥有“微权
力”，规范其行为才能最大限度保障
群众的利益。本次培训内容包括高
新区相关领导开展公文培训、一把
手人生感悟、班子成员讲幸福、业务
能手分享工作经验等，以丰富多彩
的形式教育广大干部自重、自律、自
醒，牢记党旗下的誓言，坚决不在膨
胀的贪欲和失控的权力中迷失自
我。以造福人民为目标，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用好手中的
权利，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打铁必须自身硬”，高新区肖
家河街道党工委结合不作为和“懒
散拖”专项整治、“扫黑除恶”“一卡
通”专项整治等工作，深入推进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注重从源头
上防治腐败，使基层干部从自身做
起、从小事做起，苦练内功，成为政
治生态的“净化器”，力争预防腐败
工作治标上有新进展，治本上有新
突破。

蒲江县规划局
创新规划

全视角监管机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为

营造积极向上、争先创优、风清气正
的良好工作氛围，蒲江县规划局在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中，
积极创新思路，加强党建引领，紧盯
涉及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实施重点
环节，进行立体式全方位零死角的
作风监管和廉洁监管。

据悉，该局以“廉洁规划”建设
为主题，通过内外结合、上下联通、
纵深推进的监管方式，着力预防吃
拿卡要、滥用职权、不作为乱作为慢
作为及“懒散拖”等问题，引导规划
干部进一步增强廉政意识，并加强
对问责处理的运用，为夯实“最美现
代田园生活新城”规划基础提供坚
强的纪律保证。

按照规划实施全视角监管机制
建设要求，重点对涉及工程建设领
域相关科室实施严格的监管。具体
而言，将通过事前双向承诺、事中全
程监管、事后廉政评估等措施实现
监管目标。

在事前双向承诺环节，项目自
开始办理规划事宜时便申请启动双
向监管。在事中全程监管环节，建
立项目廉洁运行联系制度，采取当
面座谈、电话联系、调查问卷等多种
形式，每季度至少回访项目业主单
位一次；组织承办科室开展项目实
施运行情况的自查自纠，发现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采取廉政谈话和内
部通报等方式及时处置。

在事后廉政评估环节，项目业
主办理完结规划事宜后，由承办科
室提出项目廉政评估申请，局党组
启动项目廉政评估。对评估结果有
问题的，迅速报告局党组，严肃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廉政责任；发现问题
线索，及时上报县纪委监委。

新都区大丰街道
整治“散乱污”企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9月
12日，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
道了解到，该街道组织辖区5位社
区负责人进行环保整治集体提醒谈
话，标志着大丰街道进入了全面打
响“散乱污”企业整治的攻坚阶段。
自“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战工作开
展以来，大丰街道强化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建立“散乱
污”企业台账500余家，并结合企业
实际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整顿，
目前，大丰街道“散乱污”企业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散乱污”企业整治工
作取得成效，得益于大丰街道结合
工作实际，采取多项举措。首先强
化部署，切实转变发展理念，针对辖
区“散乱污”企业乱象与问题，大丰
街道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组织
街道、社区、企业负责人和村民代表
参会，传递整治工作会议精神和要
求，提升了企业对于发展与环境新
理念的认知，为专项治理工作奠定
了基础。此外，大丰街道联合派出
所、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组建“散乱
污”企业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制
定出工作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在展
开排查建立台账的同时，严格执法，
严厉打击辖区内“散乱污”企业违
法，并提出整改意见。

“‘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离不
开企业主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
与。”大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此街道不断强化宣传力度，鼓励和
引导辖区企业、居民共同参与、共同
监督、共同治理，打响“散乱污”企业
整治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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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小翻译
十年前学的俄语至今未忘

海洋中心开设有绘画、彩编、
软陶、粘画等兴趣班，从中国来的
孩子可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项目，就这样，她成了“帆
船模型制作小组”的成员。

手工课堂上，董露认识了理县
男孩李传家、康洪瑞、理县女孩李继
阳等。几个少男少女用刻刀，砂纸、
帆布、棉线等朴实又简单的材料制
作成了一艘艘象征友情的帆船。

在海洋中心疗养时，为了保障
与俄方辅导员老师们的交流无障
碍，每个班组都配备了两名翻译。
董露所在组的翻译是热妮娅和娜
达莎。翻译不在现场，双方沟通就
又成了麻烦事儿了。因为她当时
念初三，英语能力还不错，在一次
与辅导员进行英语沟通之后，便被
任命为了“临时小翻译”。

与俄罗斯朋友打交道中，董露
还学起了弹舌，学会了“你好、我爱
你、谢谢、不客气”等几句简单的俄
语，大家都夸她有语言天赋。回国
之后，她偶尔还会冒出几句俄语。

重返俄罗斯
想请异国朋友来家乡看看

“临时小翻译”的荣誉感催生
了董露一定要学习外语的念头。
高考填报志愿时，她郑重地将俄语
放在了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位置，
同时还填报了日语、法语等小语
种。最后，她被四川外国语大学的

日语专业录取了。
本科＋研究生，她学习了6年

外语，通过了英语和日语的各类考
级，进行过口笔译等各方面的翻译
实践，她还作为大学生骨干志愿者
参加了“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
在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负责一对
一外宾接待；参加了“第十二届世界
华商大会”，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大会
新闻发布中心负责外国记者的接待
以及协助新闻发布等工作。

十年之后，重返海洋中心，董
露最想见到当年的辅导员斯维
塔。她记得，那个年轻的俄罗斯姑
娘和现在的她差不多年龄。一次，
同宿舍的一个小姑娘和家人通电
话后格外想家，在那里偷偷地哭。
斯维塔就把她抱在怀里，用手轻轻
抚摸着小女孩的头，给她擦泪。“她
的动作那么轻柔，那么温暖，就像
妈妈一样。”

董露说，她还给斯维塔准备了
她最爱的工艺品小老虎和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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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露的“百宝箱”里，
装着一堆来自俄罗斯的

宝贝——残缺的贝壳、一块天然
的心形石头、一块海水冲刷过的
绿玻璃、还有一只木质帆船……

10 年前，汶川特大地震后，
受俄罗斯政府邀请，青川少女董
露和其他上千名灾区孩子一道，
分两批来到俄远东符拉迪沃斯
托克市的“海洋”全俄儿童中心
（海洋中心）疗养。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海
边，第一次与外国人相处，一切
都是那么新鲜。在海洋中心，董
露收集了一堆俄罗斯宝贝，并带
回了国。

疗养期间，英语基础不错的
董露成为老师们的小帮手，当起
了临时翻译。回国后，一心想学
俄语的她却学起了日语，如今在
重庆市渝中区红岩小学任教。

十年之后重返俄罗斯，她把
那个百宝箱带上，送宝贝们回
家。同时，她还想邀请俄罗斯朋
友到她的家乡和她工作的地方
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她家乡的发
展，看看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

刘定松长大后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2008年，刘定松赴俄疗养时和小伙伴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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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十年之约
青川女孩带了
一盒子珍藏的宝贝

一堂美术课
让他成为金娜那样的老师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一起访问“海洋”全
俄儿童中心。

两国元首参观反映当年
中国地震灾区儿童在俄罗斯
疗养情景的图片墙后，共同
前往剧场，出席“海洋”全俄
儿童中心接待汶川地震灾区
儿童10周年纪念仪式。习
近平指出，中国有句话，“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这
里是“海洋”，你们要以无限
的爱回报俄罗斯人民，回报
自己的祖国。

“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是
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的
四个儿童中心之一。2008
年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受
俄罗斯政府邀请，来自中国
四川、甘肃等地灾区的近
2000名儿童先后来到中心
疗养。2013年，四川雅安地
震发生后，来自灾区的299
名儿童受邀到中心疗养。

9月8日，40名四川青
少年组成 2018“情同手足
爱如海洋”四川青少年赴俄
罗斯交流团，从成都转机北
京，然后飞往符拉迪沃斯托
克，重返俄罗斯，共赴“十年
之约”

跨越巴山蜀水，越过西
伯利亚。这是十年之后，四
川灾区孩子代表重回爱的
“海洋”。行前，青川女孩董
露透露了她的一盒子珍藏了
十年的宝贝，阿坝州男孩刘
定松则袒露了对金娜老师深
深的怀念……他们的故事，
讲述着中俄友好的深情厚
谊，更展现着跨越山海的人
间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