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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日，《地震来了，教室门
打不开？这位老师沉着应对，学生
全部跑出教室后他才离开》的新闻
感动了很多网友和读者，也得到了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的
关注。4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工作人员联系记者表示，将为钱世
杰老师颁发 5000元正能量奖金，
为他点赞。钱世杰老师表示，他将
把该笔奖金定向捐给学校，作为学
校留守儿童、残疾学生的专项爱心
基金。

地震中组织学生疏散
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1月3日8点47分，宜宾市珙县
底洞中学八年级六班正在上语文
课，学生在讲台上演讲，任课老师钱
世杰站在旁边指导，因为天气冷，教
室门一上课就关上了。

“地震刚开始时，就晃动了一
下，没在意。两三秒后，晃动得厉害
了，我感觉不对劲，赶紧去开门，结
果有几个学生一下子涌向门口，门
一时打不开。”讲起当天上午地震时
的情形，钱世杰很平静。

“地震来时，有同学往教室门口
冲，不小心把凳子踢到门后，钱老师

使了很大劲儿才把门拉开。”学生车
锦瑞当时就坐在教室前门旁边，“我
们班上的同学全都出去了，钱老师
才从教室里出来。”

“一开始我还比较镇定，但后面
就惊慌起来了。”该班女生王羽说，
当时钱老师努力把门打开，等同学
们都疏散完了，他才最后一个出来，
我觉得他特别棒！”

据了解，钱世杰从事语文教学
已有三十个年头，一直没有离开过
讲台。他认为，一个老师把课本知
识教好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
是要把学生的品德培养好，尤其
是要教会学生有担当。而这次地
震中，钱世杰老师用实际行动以

身作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品德课。

底洞初级中学校长张银昌介
绍，地震发生时，全校九百余名师生
全部进行了紧急有效的疏散，无一
伤亡。当日，该校还进行了多次地
震疏散演练。

获天天正能量奖励：
“师者，父母心”

天天正能量给钱世杰老师的颁
奖词中这样写道：地震来临的一
刻，他当机立断打开逃生的门，又
斩钉截铁将出门的机会留给学
生。危难时刻，见证师魂的伟大，
彰显人性力量。人的本能是躲避

危险，他却在生死关头选择守护学
生，这不是偶然，而是一位平凡教
师身上最令人敬仰的地方：从走上
讲坛那一刻起，他就担起了沉甸甸
的责任。他说，只是做了自己该做
的事。我们却从朴素的话语里，看
到了高尚和无私，看到了“师者，父
母心”。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旗
下公益开放平台，联合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在全
国范围寻找真善美、奖励正能量。
截至2018年 12月，天天正能量总
计投入公益金4800多万元，发起每
周正能量常规评选272期、特别策
划奖励600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
过5000人。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推荐的多位新闻人物获得正能
量奖励。

当事老师：
将把全部奖金捐给学校

得知获奖的消息后，钱世杰老
师向记者表示，在地震发生时，让每
一个学生安全地离开，是一位人民
教师应该做的。“非常感谢媒体和社
会公众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我将把
全部奖金捐给学校，作为学校留守
儿童、残疾学生的专项爱心基金。
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曹实秋 摄影报道

地震中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珙县老师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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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忠毅。（资料图片）

风 采改革先锋

皮肤黝黑，身材健硕，脚板宽大能牢牢站稳甲
板，大手粗糙可以坚定抓紧锚绳，经年不断的强劲海
风和咸苦海水，给62岁的王书茂烙上了海南渔民的
独特印记。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是王书茂的家乡。史料记
载，潭门渔民自秦代开始便世世代代在南海打鱼，称
南海为“祖宗海”。作为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的王
书茂，每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海上度过，因熟悉当地社
情民情，他多次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每次都冲锋在
前，出色完成任务。44年的渔业生涯中，共组织渔民
抵御台风120多场，对600多位渔民实施了救援，还
参加了多处南沙岛礁的建设。“尽管危险，但我们从
来没有放弃过守护和耕耘南海。”王书茂说。

从首次出海时20吨的小木船，到如今大吨位的
“钢铁巨轮”，“老船长”王书茂感慨着潭门港的历史
巨变，“改革开放以前，渔船缺乏现代化通讯导航系
统，判断天气和航线主要靠经验和《更路簿》。”王书
茂说。

如今的潭门港，五星红旗飘扬在每艘巨轮的船
头。渔民们驾驶这样的渔船出海，既有北斗导航系
统指引准确航行，又有“船船通”工程保障海上行船
能收看数十个电视频道，“漂海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造大船、闯深海、抓大鱼”的雄心壮志变成了现实。
2017年11月，海南首个休闲渔业试点项目落地

潭门。王书茂将自己的两艘渔船出租，还带领几户
渔民搞起了海洋特色民宿。他的“转型”成功带动了
大批渔民加入。如今，潭门镇的渔民实现了转产转
业，开始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潭门港码头的商业街热
闹非凡，各式海鲜酒楼顾客盈门，海洋工艺品摊位游
人如织。王书茂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渔民们实
实在在的红利。

“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海洋维权的高度
重视和对海南渔民的深切关怀。”王书茂说。

据新华社

“走街串小巷，和蔼态度亲，婆婆如在家，坐下拉
拉呱……”邱娥国自编的这些顺口溜，口口相传20余
年，成为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
所民警们熟记于心的工作口诀。

72岁的邱娥国已退休10年有余，但他每天仍然
坚持到辖区里转一转，一条条街巷、一幢幢房舍、一
张张面孔，深深融入了邱娥国的生命中。

1979年，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当上一名普
通的派出所民警。从警以来，他勤走、勤问、勤记、勤
思考，他创立的“警民联系卡”“警民联系牌”等便民
措施，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为基层治理发挥了重要
作用。

邱娥国给自己的工作定了“勤、沉”两字方针，做
到了串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

在邱娥国串门走访过程中，街坊们也慢慢记住
了这位身高一米八三、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民警，把
他当成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老
邱”。没有多久，邱娥国就对自己辖区的情况了如指
掌，小巷里的人和事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子里。

在邱娥国的案头曾放着一册孤寡老人帮扶记录
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辖区一个个孤寡老人的基本情
况。他们爱吃什么、爱做什么、需要什么帮助，详尽周
全。

他先后奉养过10余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孤寡老
人，并为他们送终；辖区居民许汉宝去世后，邱娥
国不仅帮助办理后事，而且把他两个年幼的女儿
许珍、许凤接回家照顾，帮助她们完成了大学学
业。今年10月，在许珍结婚的大喜之日，邱娥国站
在新娘父亲的位置上，郑重地把许珍交托给新郎。

“尽管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初心没有变。”邱娥国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人民
警察全心为民。 据新华社

邱娥国：
串百家门，知百家情，办百家事

罗忠毅，1907年出生于湖北襄
阳，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
入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随国民党
军第26路军到江西，同年12月参加宁
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
团。罗忠毅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从班长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
后到瑞金入红军学校学习。

罗忠毅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3年起任福建军区司令部作
战科科长、连（城）宁（化）（龙）岩军
分区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中
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忠毅任福建
军区第3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闽

西南第1作战分区司令员、闽西南游
击队第1纵队司令员、闽西人民抗日
义勇军司令员，在闽西南地区坚持
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忠毅任新
四军第2支队参谋长、江南指挥部参
谋长，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
抗日根据地。他参与指挥了水阳伏
击战、官陡门奇袭战等战斗。1940
年7月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后，
罗忠毅任重建的江南指挥部指挥，
留苏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
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清
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

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忠毅

率部艰苦作战，接应新四军突围
北撤人员。在西池塘战斗中，他
的新婚妻子柳肇珍牺牲。同年4
月，他任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16
旅旅长，率部转战于句容、丹阳、
武进、溧水地区，曾指挥部队在黄
金山地区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
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1年11月28日，日伪军3000
余人袭击溧阳塘马村，为了掩护正
在塘马村开会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干部安全转移，罗忠毅与
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率部与敌人
展开殊死搏斗，壮烈牺牲，时年34
岁。 据新华社

为什么当乡村老师？“因为和孩
子在一起，简单、快乐。”

盐店小学距离剑阁县城有1个
多小时车程。被校长从教育局领到
学校后，肖筱颉安顿了下来。当时
她住的学校宿舍既没有室内卫生间
而且还漏雨，每逢下雨，她就在宿舍
放个脸盆接雨，听着叮叮咚咚的雨
声，她觉得是一种乐趣。

刚到学校，学生问她，“肖老师，
我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能让你们以后在面对生
活时，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肖筱颉
回答。

扎下根的肖筱颉把自己在成都
培训机构学到的教学方法，运用到
教学中。

为了解决孩子记单词和发音不
准的问题，她在网上购买了自然拼
读方法教程，先备课学习，再教给孩
子。现在城里学校盛行的脱口英语
教学法和思维导图教学法，也被她
搬到了课堂上。

肖筱颉告诉自己，当老师必须
得有努力干好的劲头，有日新又新
的追求。她一直尝试运用寓教于乐
的方式，用游戏教学法，让孩子们爱
上英语。

从2014年开始，肖筱颉在县、

市级优质课竞赛和教学论文评比中
获得三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和两
个三等奖，还被评为县级质量考核
优秀教师和“国培计划”优秀学员。
她目前教两个年级的英语，成绩在
全县同年级中名列前茅。

至忠至毅的抗日英雄罗忠毅

下周，“2018马云乡村教师计
划暨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将在
海南三亚举行。作为四川的教师
代表，肖筱颉将前往颁奖礼现场。

生于 1991 年的肖筱颉，不仅
人美，还擅长跳舞。六年前，她辞
去成都的工作，报名参加了 2012
年特岗教师计划，来到广元市剑
阁县盐店镇盐店小学，成为了一
名英语教师。在这里，她找到了
伴侣，有了自己的孩子，更有了一
群爱她的乡村学生。

一晃六年。肖筱颉这个曾在
大城市待过的女孩坦言，自己也
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情感占
了上风。马云的演讲里有句话对
肖筱颉触动很大：在城市你就是
一个普通老师，但是在乡村你就
是雪中送炭。

在盐店小学的六年，肖筱颉也
有过顶不住、想放弃的念头。到盐
店小学两年后，肖筱颉怀孕了。当
时，她带三年级和六年级的英语课，
还兼任三年级班主任。工作繁忙，
让她有了流产先兆。而当时距六年
级毕业考试只有几天了，她没请
假。结果毕业考当天，她差点流产，
所幸最后胎儿安然无恙。

肖筱颉生孩子3个月后，就结束
产假，带着孩子上班了。而此时宝宝
又开始生病，且一病就是28天。这
段时间，她既要教学还要照顾生病的
孩子，每天都在想还要不要坚持。学

生们感受到了肖筱颉的情绪，想办
法逗她笑，还偷偷给她塞小纸条，上
面写着：“肖老师别哭，你那么漂亮，
哭了就不好看了，还会变老。”

看到纸条的那一刻，肖筱颉感
动得哭了，离开盐店小学的念头，也
跟着泪水一起流走了。

肖筱颉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
知道自己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但
我想尽我所能，帮他们打开一扇
窗。我把他们看成一朵一朵的花
儿，我坚信不管早开还是晚开，他们
早晚都会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在盐店小学，肖筱颉不仅拥有了
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收获了爱情。

“老公是学校体育老师，我追的他。”
这个单纯的90后女孩有自己的想
法：“现在很多人谈朋友先看条件，
对我来说，简单、开心就好。”

在农村教书，肖筱颉周末才能回
一趟县城的家，见见刚满三岁的儿
子。她的日常，就是和盐店小学的孩
子们打成一片，跟孩子们比谁跑得
快、比谁俯卧撑做得多……孩子们比

不过她，都喊她“大王”、“怪兽”。
跟学生在一起，肖筱颉也像个

孩子。为了“赢”学生，让他们听话，
肖筱颉会偷偷早起锻炼身体。爱好
文学的她，希望孩子们眼界更宽广，
所以利用课余看一些科幻类的书，
然后讲给孩子们听。

肖筱颉常常用自己的笔记本电
脑给孩子们放电影。孩子们常常因
为表现好得到她的奖励，奖品大多
是书籍。

“和孩子在一起很快乐”寓教
于乐 奖励孩子们科幻书籍阅读

培养

希望孩子像花一样开放六年
坚持

王书茂:
守护“祖宗海”的海洋维权模范

肖筱颉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

邱娥国（左）陪辖区内71岁的老人许汉宝散
步。（2004年1月28日摄） 新华社发

肖筱颉。

珙县底洞中学
语文老师钱世杰
获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点赞。

2018年11月14日，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王
书茂（左）在渔船上。 新华社发

90后成都女孩辞职当乡村教师：

“和孩子在一起，简单、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