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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
用？对此，巫山县巫峡镇陈家村小
教师王绪田在接受重报集团记者
采访时认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
生都有着影响，每位教师都要“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当好学生成长
路上的引路人。

海拔1950米的巫山县巫峡镇
陈家村村小是巫山县海拔最高的村
小。1978年，初中毕业的王绪田成
为陈家村村小一名民办教师，从此，
他在这个讲台上，一站就是39年。

以前，在这个偏远贫困的山
村，由于缴不起学费，每学期都有
两三个学生辍学，学生越来越少。
于是，王绪田靠祖传的木匠手艺，
开始走村串户做木匠活挣钱资助
那些贫困学生上学。

如今大学毕业在金坪村当老师
的马兴美清楚地记得，2002年家里
四姐妹同时都要上学，开学总计要
交600多元学杂费。父母只好让她
们辍学，是王老师二话没说把学费
全垫上，一直垫到四姐妹小学毕业。

陈振存2003年考上初中，但
家里没钱，父母不得已动了让他辍
学的念头。“只有读书，娃才会有出
息。”王绪田三番五次上门作工作，
并拿出自己的积蓄为他垫付学费，
并带着陈振存到处去申请贫困补
助。如今，陈振存已成为巫山大昌
镇白果乡一名小学老师。

记者了解到，陈家村原来只有
3名初中毕业生，自从王绪田来此
任教后，村里走出了近20个大学
生。如今，1000多个孩子走出大
山读初中、高中，用知识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

现在，虽然不会再有学生因为
经济压力而失学，但王绪田仍然兢
兢业业、教书育人，并不时帮助需
要帮助的学生。他先后获得重庆
市“五一”劳动模范、“重庆好人”等
荣誉称号。不少村民和学生都坦
言：王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
们，他是村子里最受尊敬的人！

“师德对一名教师来说尤为重
要。首先要成为一个好人，才能教
导学生去做好人。”王绪田认为，教
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潜移默
化影响着学生，“我热爱自己的本职
工作，真心、真情、真意地去教育学
生，学生才能成长为自尊、自爱、自
信和有能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作为全市道德模范，我不仅
要做好自己的事，还要当一块‘吸
铁石’，吸引更多人主动做善事。”3
月12日，第六届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第五届重庆市道德模范王宣
玲这样说。

当天，重报集团记者走进王宣
玲家中时，她正默默收拾着被姐姐
王宣翠弄脏的屋子，又端来热水给
71岁的姐姐洗手洗脸。

55岁的王宣玲是大渡口区茄
子溪街道滨江社区石棉一村居
民。从18岁起，她就接过父母手
上的“重任”，并信守自己在父母
临终时许下的承诺，照顾患有精
神分裂症和肢体残疾的姐姐。即
便后来丈夫有意见和她离了婚，
她依然对姐姐不离不弃，还把儿
子拉扯成人。

家人说她是操劳命，邻居说她
是好妹妹，但她自己却说：“你未
好，我不离。”

王宣玲的故事渐渐在社区传
开，大渡口区文明办工作人员听闻
后找到王宣玲，想请她出面给更多
人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我照顾姐姐是自家私事，也
是应该的。但区里劝我，道德模
范有责任引领社会风尚。”两年
前，王宣玲鼓起勇气，陆续参加了
身边好人微访谈、榜样面对面等
活动。如今，她的故事在大渡口
已家喻户晓。

前段时间，一个“群体性爱心
事件”，更是让王宣玲领略到道德
教化的力量。

当时，附近园林社区一名智力
残疾人因丈夫去世，生活顿时陷入
无助状态。热心的王宣玲走进她
家，每天抽出时间给她送两顿饭。

在王宣玲带动下，邻居们也行
动起来，有的去帮忙做清洁，有的
送去新铺盖新衣服，有的主动接下
送饭任务。前前后后，有十几位邻
居伸出援手。

“我们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都
在影响着身边的人，大家看我做实
事、做善事，慢慢地他们就主动跟
着我做好事。”王宣玲说，自己要让
爱心从个体放大为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要重视发挥道德
教化作用，这给我们卫生计生行
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45届南
丁格尔奖获得者、重医附一院护
理部主任赵庆华说，对广大医务
工作者来说，要加强自身医德医
风建设，塑造卫生计生行业新风
尚，努力为群众创造高品质的健
康生活。

“她是一个视护理事业为生
命的人。”这是医院领导、同事们
对赵庆华的评价。因为医德高
尚，她也被大家称为“提灯女神”。

1982年，18岁的赵庆华从重
医护理学院毕业后，成为重医附一
院心内科一名护士。面对一个个
病人渴盼康复的眼神，学生时期便
经常诵读南丁格尔“人道、博爱、奉
献”之誓言的赵庆华被深深触动
了：“也许我救不了所有患者的生
命，但我希望在帮助他们恢复健
康、减少痛苦的过程中，做力所能
及的事。”

在心内科病房当普通护士的
10余年间，无论酷暑炎夏、寒冬
腊月，赵庆华总是全力以赴地工
作。1991年初，一位罹患胃平滑
肌肉瘤合并冠心病的患者入住
心内科，护理任务十分艰险，很
多护士退缩了。这时，已有身孕
的赵庆华毅然站出来，承担起该
患者长达8个疗程期间的化疗护
理工作。

在担任护理部副主任后，赵
庆华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提出并
推行“接待热心、治疗细心、护理
精心、解释耐心、征求意见虚心”
这一“五心”护理理念，让护理服
务流程渐趋规范，患者满意度大
幅提升。

赵庆华告诉重报集团记者：
“对医务工作者来说，救死扶伤是
天职，也是医德，我们要用医德感
化每个患者。”

十多年来，高位截肢的杨安
容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还带动周边群众一起致富。

49岁的杨安容是涪陵区龙潭
镇大寨村村民，1999年患上动静
脉血管瘘，在政府救助下，她实施
了高位截肢手术。

高位截肢后的杨安容很快振
作起来，于 2003年贷款承包了
200亩荒山，养殖山羊，种植桂花
树等。

杨安容与丈夫一起在山上
修圈养羊，没钱修房子就用竹木
作支架，稻草代瓦片，蜡烛当电
灯，孤寂了就唱山歌。然而，由
于缺乏管理技术，她辛苦栽植的
上千株桂花树苗在一年后全部
死亡。那年除夕，杨安容兜里只
剩下两元钱，她用这两元钱买了
一串鞭炮放了，以此给自己加油
鼓劲。

杨安容开始学习和钻研种植
技术，慢慢地，树苗成活率越来越
高。经过多年打拼，400多亩的荒
山上种下了数万株桂花、红枫、花
椒等，荒山变成了“宝山”。

“我生病时，是政府救了我的
命；创业之初，又是政府给我送来
了资金、树苗，做人不能忘本。”
2011年，取饮水思源之义，杨安容
成立了涪陵区杨思源花卉种植
园，并注册成立了涪陵区翠茂苗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当地老
百姓脱贫增收。邻村的张平也是
残疾人，杨安容为他免费提供了
几百株树苗和一些肥料。如今，
张平靠着4亩多花卉苗木，已能自
食其力。

目前，杨安容的合作社已有
528户村民参与，其中残疾人31
户，贫困户228户，种植面积2200
余亩，被评为重庆市先进合作
社。杨安容也先后获得“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重庆第四届劳动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
号。

杨安容说：“我要继续保持
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并传递
给村民，让大家不等不靠，脱贫
致富。”

在垫江县桂溪街道西山村，一
位有着52年党龄的老党员张银
清，20年如一日地维护着一条两
公里长的悬崖路，用自己的道德力
量感染了无数人。

3月12日，大雨如注，在西山
村上拱桥，75岁的张银清正挥舞
着铁锹，清理堡坎上垮下的泥石。

“您歇一下，小心感冒了！”西
山村村委会主任谭彬夺过张银清
的铁锹，将他接到附近村民家中休
息，又安排了村里几名年轻党员接
着清理泥石。

张银清就住在西山村三组。这
里山高坡陡，以前不通公路时，村民
出行极为困难。1992年，张银清组
织附近群众，花了两年时间，从悬崖
上打通了从上拱桥至下拱桥的两公
里机耕道，连通了垫江前往四川大
竹、邻水的道路。不过，道路一遇雨
天就泥泞不堪，通行困难。

1998年，张银清自掏腰包，
开始义务养护这条道路。“就是为
了让大家出行更方便、更安全一
些。”张银清说。

由于山势险要，只要下大雨，
该路段都会出现山体滑坡。为防
止山体滑坡对过往行人、车辆造成
伤害，他又在公路沿线危险路段修
建了9处堡坎。

2002年，一场大雨后，山体滑
坡，泥石掩埋了路面，3米多宽的上
拱桥也岌岌可危。张银清又自掏腰
包砌成了一座7米多宽的新拱桥。

去年，垫江县开展“康养垫江、
清洁家园”行动，张银清顶烈日、冒
风雨，用了7个月时间，将这段公
路沿线的杂草清除干净，并将部分
弯道、狭窄路段扩宽。

“这条路不算长，但老人让大家
看到了一个普通党员坚守的力量。”
谭彬说，这些年，老人修建上拱桥、
堡坎和养护道路，已花去自己5万
多元积蓄。在此过程中，他还根据
不同的地形、路面，探索总结出了改
水法、垫高法、铲平法、取高补低法
等一套完整的路面养护方法。

如今，这条两公里的悬崖路已
经硬化完成，但张银清老人依然坚
守在这条道路上，清扫垃圾或落
石。老人告诉重报集团记者，作为
一名基层党员，他就是要从小事小
节做起，有多大劲儿出多大力，为
人民服务、为党旗增辉。

重庆
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
德风尚，要多积尺寸之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公民道德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凝魂聚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在基层，有很多默默无闻的群众，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着周围的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以道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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