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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蕴黛，林葱木秀。
从重庆市区经高速直达南川区水江中

学校，一个小时车程。沿途良田叠翠，屋舍
俨然，少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潜
心修学的静谧、美好与从容。

谁能想到：几年前，水江中学还在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的道路上苦苦探索，教学质量
和社会影响力几欲陷入低谷。

而近三年来，学校教学质量大幅攀升，
课程活动丰富多彩，校园建设彰显特色，水
江中学正用精诚之心赢来广泛的信赖。如
今，2800余名学生就读水江中学，可在图书
室里阅览泱泱气象，可于毓英亭畅抒胸中乾
坤。因为，这里，是他们放飞梦想之翼翱翔
的地方。

滋兰树蕙 用文化的力量濡养学生品格

教育之树，根深叶茂。从教育宏图的渊
源深厚到现代教育的多元延伸，48年的人
文蕴涵积淀成水江中学热烈而深情的“教育
情怀”。

所以，当杨文书校长踏进这所虽历经风
雨跌宕仍坚守态度的学校时，内心同样澎湃
而炙热。如何让这所老校生机盎然、激情飞
扬？如何让校园文化浸润师生核心素养？
如何解决制约教育质量的瓶颈？如何让现
代课程体系成为教学品质的“活水之
源”……这一系列核心问题正直指水江中学
未来的“卓越之路”和“特色之路”。

建文化校园，用文化的力量濡养学生品
格！在学校领导班子反复思辩和探索下，以
传承传统文化、践行现代教育理念“文化润
校“特色思路于教育工作中。“立足学生的全
面发展、未来发展，要把校园文化转变为文
化校园。”在杨文书校长心里，校园文化不仅
仅是体系的“构筑”，更多的是环境上的“构
思”，新修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塑胶标准
运动场、舞动青春雕塑、毓英亭、诗教文化
墙、读书长廊……不仅如此，学校还不断提
升教育功能，完善美术室、形体室、微机室等
教学设施设备。如今置身美丽的校园，书声
琅琅，翰墨飘香，葱翠典雅的自然文化样貌
与多元开放的生态文化样貌交相辉映。

负重图强 质量立校成就学校教育新生态

三年前，水江中学在南川区初高中质量
5所高完中垫底，学校陷入低谷；

三年后，水江中学不仅打破了之前高考
重本“0”的突破，而且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名
列前茅，实现了质的飞跃。2016年，高中上
重点大学1人，一般本科31人。2017年，高
中上重点大学7人，一般本科22人。2018年
高考本科上线83人，其中重点大学上线22
人（不含艺体生）。

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水江中学实现
从“低谷”到“前茅”的逆袭？在校领导班子
看来，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与近年
来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秉承“奋斗不已、
负重图强”的办学理念，始终坚持质量立校、
内涵发展的办学思路密不可分。

教育是有思想的实践。随着水江中学
在思索与瞻望中风骨渐成，她的管理也不再
是单纯停留在制度建设与执行上，更多的是
让学校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动、每一个场
景、每一处文化都水到渠成的融入到学校所
倡导的教育方式里。

为此，学校不仅创新“教师公选”方式，
由全校师生“实名推荐”高中教师；而且通过

“磨刀行动、图书漂流活动、教师基本功大
赛、教学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论道、教学质量
大比拼、选派教师走出去”等活动，打造教师
团队，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学校创新实行小
班化教学；完善学生学习条件，实施奖学金
制度；不仅如此，学校还坚持师生跑早操和
大课间激情跑操活动；不断加强学生会、学
生社团的建设；加大支持校刊《归望报》的力
度；以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文艺晚会和体育
运动会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文/毕成义

水光潋滟筑学堂 江影斑斓绘梦想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中学校特色办学风采掠影

(上接03版）

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太洪村村民唐兴奎：

老百姓心中的好警察
说起和杨

警官的第一次
见面，我很惭
愧。

去 年 10
月 的 一 天 下
午，我开车路
过石龙村时，
一名交警把我
拦了下来，检
查行驶证后，
说 我 车 没 年
检，违法了。
我一听，火一

下就蹿起来了，跳下车就冲他吼：“我买车的
时候，销售人员说，私家车6年都不用年检，
你不就是想刁难我，罚我的款嘛！”

他把我拉到一边，温和地对我说：“新车
6年内是不用上线检测，但是每两年要过一
次年检，这是法律规定。”看到我将信将疑的
样子，他继续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这也是对
你的安全负责，如果车不年检，出了事，保险
公司都不会赔偿！”我当时想，没有那么严重
吧？那不还是要罚款吗？没想到，他最后
说，“今天给你记个警告，也算普一次法，三
天内必须去把年检办了，现在，你可以走
了。”说着，他让我留下车牌号和手机号，放
我走了。这就算过啦？居然没被罚款，就是
上了一堂课，我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

事后一忙，我把检车的事给忘了。没想
到，第三天下午，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
石船大队的“杨雪峰”，他问我年检没有，提
醒我不要忘了。这时我才知道，那天那个和
和气气的交巡警叫杨雪峰。想起当时对他
的态度，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辆轿车没办年
检，出了车祸保险公司不赔偿，损失惨重。
这让我一阵后怕，回想起杨警官当时说过的
话，我第一次意识到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从
那以后，我改变了对交警的成见，每次经过
石船场，我都要跟杨警官打声招呼。

从街坊乡亲那里，我也听到了更多杨警
官做过的好事。比如，去年8月的一天，他
用警车把马路上发病晕倒的小女孩送到医
院，让孩子得到及时救治。他还为卖鱼的唐
旭文开辟过绿色通道，把80岁老年痴呆的
张大爷送回了家……

而最为乡亲们津津乐道的事，是去年9
月的一个下午，杨警官在镇中心小学门口，发
现了一辆准载7人的面包车挤了15个孩子，
不但严重超载，还非法营运。杨警官扣了车，
对司机进行了处理。原来，这15个孩子的家
遍布在印盒村周边20公里的山里，因为没有
班车，孩子们上学就只能坐这种黑车。而这
一带山路崎岖，非法超载营运非常危险。

于是，杨警官自掏腰包租了辆中巴车，用
警车开道，把孩子们挨家挨户送到家。他给大
家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孩子们的交
通解决好！”那天晚上，直到凌晨1点多，他一
直忙着沟通协调，饭都没有吃，村民们最后被
他的办事态度感动了，也理解了他的一片苦
心。后来，杨警官真的说到做到，他和镇上相
关部门反复沟通，最终开通了印盒村的专线客
运，彻底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交通问题。

今年正月初三中午，杨警官在执勤时遇
害，我当时一下就懵了！正月初五，我和许
多乡亲，还有从印盒村山上赶来的村民和学
生们，一大早就赶到渝北殡仪馆，去送杨警
官最后一程。看着静静躺在那里的杨警官，
大家都哭红了眼睛。

杨雪峰同志的妻子黄雅莉：

真爱相伴无悔情
2002 年

夏天，我和雪
峰在一次聚会
中相识，他是
警察，我是法
官，都在政法
系统工作，第
一次见面我们
就聊得特别投
缘。随着交往
的加深，我越
来越觉得，雪
峰是一个值得
信任和托付终

身的人。2003年，我们结婚了，算起来，相
爱相守已经16年。

雪峰出生在军人家庭，他父亲1968年入
伍，在部队提了干。雪峰小时候最高兴的事，
就是跟着母亲到部队探亲，他喜欢学战士们站
军姿、走正步。那时，家里大门上挂着的“光荣
军属”牌匾，让他特别骄傲。雪峰的父亲常对
他说：“我一个农村娃，多亏了党和国家的培
养，才成了军人和干部，做人要懂得知恩图
报！”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雪峰，从小他
就立志要像父亲一样，做个保家卫国的男子
汉。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警校。

1997年毕业后，他加入交警队伍，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雪峰的母亲很支持
他，经常嘱咐他要做个好警察。2001年，电
视剧《警察世家》热播，母亲每天看一点抄一
点，把片尾诗《我们共同的名字叫忠诚》抄下
来送给他，雪峰一直珍藏着。

从警21年，雪峰有十多年时间是在马路
上站岗执勤，辛苦劳累不说，有时还要忍受不
被理解的委屈。重庆是出了名的“火炉”，夏
天骄阳似火，地面温度经常高达六七十度，雪
峰在马路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衣服领口、
背上全是一层层的汗碱，脸和胳膊也常常被
晒得褪了皮。到了冬天，气候变得又湿又冷，
雪峰患有鼻炎，遇到冷空气刺激，鼻涕眼泪止
不住地流，严重的时候头疼得特别厉害。每
次执勤结束，他要用热毛巾一遍遍地热敷，才
稍微好受些。早晚高峰是交警最忙碌的时
候，雪峰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还没回
家。越是节假日，雪峰越忙。

结婚后，我们几乎没有在一起过个完整的
节日，孩子生病、上兴趣班、家里小修小补的
事，都指望不上他。我没有抱怨，因为我知道
他干的是保百姓平安的事，是一个民警该干的
事，但有时也会因为心疼忍不住责怪他。有一
次，雪峰加班到后半夜才回家，我迷迷糊糊听
他进了卫生间，半天没有出来。我不放心，起
床去看，一推门，他马上转过身去。我感觉不
对劲，把他拉过来一看，背上红肿淤青了一
大片。我问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查
酒驾时碰上发酒疯的，不小心被打着了。
我又恨又气又心疼，一边给他抹药，一边埋
怨：“你就不能换个岗位，不干这个了？”他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其实，我知
道，即使再苦、再累，忍受再大的委屈，雪峰
也不会放弃他热爱的公安事业。

雪峰常说：“打铁必须自身硬，不能让
人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工作中，他公道
正派、坚持原则，即使面对亲朋好友的“请
托”，也从不“网开一面”。2014年，雪峰
的舅舅骑摩托车忘带驾驶证，被雪峰的同
事处罚了。舅舅觉得这是个小事，就打电
话让雪峰帮忙求个情。雪峰当时就对舅
舅说：“罚款我替你交，但处罚必须接受。”
舅舅觉得很没面子，心里很生气。第二
天，雪峰帮舅舅交了罚款，还主动跟他解
释，请他理解。舅舅最后也想通了，说，雪
峰是对的，他守得住底线，我们才放心。

嫁给雪峰，我很幸福。这么多年，他再
忙再累，总是对这个家充满牵挂。雪峰的
母亲有糖尿病并发症，手脚皲裂，他买来专
用药，还标明“手用”“脚用”，以防老人用
错。去年雪峰的父亲查出患了骨癌，他到
处求医问诊，下班再晚也要从50多公里外
的石船赶到医院照顾老人。儿子喜欢拳
击，他一有时间就给儿子当陪练。有一年
我生日，他一早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预订了一家餐厅，等我执勤结束后咱们
一起庆祝一下。”下班后，我赶到那家餐厅，
透过玻璃窗，突然看见了雪峰，他正在忙碌
地指挥交通。原来，这里正对着他执勤的
路口，我一下明白了，这是他给我的惊喜，
他是想用这种特殊方式陪我过生日啊！

去年大年三十，雪峰难得和家人一起过
个团圆年，非常高兴。正月初三，我们早早
约定，等他执勤下班回家，就去看望父母。
没想到中午11点多，我突然接到黄长富队
长电话，说雪峰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赶
往医院的路上，我心慌极了，一直在心里祈
祷，“雪峰，你千万不能有事！即使伤了、残
了、成了植物人，我都会照顾你一辈子！”可
是，天不遂人愿，雪峰还是离开了我们！

雪峰这一走，连一句话都没留下。母亲
抱着雪峰的警服，三天都没有撒手。儿子对
我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流着泪安慰
他：“爸爸再也不能陪你，他永远去值班了。”
这大半年来，组织上给予了我们很多关心关
怀，许多战友和群众都来看望我，说着雪峰

生前的好！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知道雪峰还有好多事想做，他答应父

亲等他身体好一点就陪他回当兵的地方看
看，他答应儿子等他10岁的时候到天安门看
升国旗，他还答应我等忙过了就带我去旅游
……但现在，他都没有机会了。

雪峰，你放心，未竟的心愿我会替你完
成，照顾好父母，教育好儿子。我也会像你
一样努力工作，为守护社会安宁、百姓平安
贡献自己的力量。

重庆电视台记者杨曦：

新时代的不朽丰碑
翻阅杨雪

峰41年的人生
履历，他幼年受
军人父亲的影
响，在心中种下
了立志报国的
种 子 。 20 年
前，他在《入党
申请书》上写
道：“我要做到

‘上岗一小时，
作为六十分’，
做一个当之无
愧 的 共 产 党

员！”在21年的从警生涯中，他坚决服从组织
安排，以“在哪儿工作不重要，把工作干好才重
要”为准则，把职业理想扎根在马路上，晴天一
身汗，雨天一身泥，从没叫过一声苦、一声累。
每逢急难险重任务，他总跟战友说“让我来、看
我的、跟我上”，带头冲在最前面，直至倒在自
己深爱的岗位上……

在杨雪峰的字典里，“人民”二字格外醒
目、份量最重。在他看来，哪怕是群众心中
的小事，也是顶天的大事。走到哪里，他就

把服务群众的工作做到哪里。20年前，杨
雪峰帮助3岁小孩汪泽民找到走散的父亲，
在他的影响下，汪泽民毅然走上了从警之
路；在金滩河大桥，为防止群众和过往车辆
落入洪水，他在瓢泼大雨中忍饥挨饿坚守
24小时；在辖区学校门前，为保护孩子们平
安出入，他加班加点增画斑马线；在车流高
峰中，为争取抢救时间，他把车祸受伤的驾
驶员背到2公里外的医院……他带着深厚
的感情，把“为民”二字写得端端正正、滚烫
滚烫，换来了熠熠生辉的“口碑”。

在杨雪峰看来，小岗位连着大使命，小警
察也能有大作为。在警校当学员时，他是学校
的训练标兵；当民警时，他在技能比武中勇夺
第一名；任副大队长时，他是远近闻名的“杨百
科”，创下了21年执法“零投诉”的纪录。

在他身上，总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钻劲，有一股永不服输的犟劲，对新知识孜孜
以求，对交通管理的“疑难杂症”反复琢磨。
每到新的岗位，他总是先弄清楚辖区交通的
堵点难点，从大刀阔斧查纠三峡广场交通违
章，到采取循环方式让石船老场镇告别拥堵，
成为战友们眼中的“业务通”“实干家”。

杨雪峰的从警历程告诉我们，不管我们
身处什么岗位，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能力大
小，只要立足本职、努力奋斗，就能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出人生的精彩华章。

杨雪峰把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誉看得比
生命还重，始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执
法。他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做事既讲原
则又重情义，始终保持着崇德向善的道德操
守，成为群众心中的好警察、父母眼中的好
儿子、妻子依赖的好丈夫。

面对“毒驾”人员的恐吓威胁、违法司机
的恶意报复，他毫无畏惧、正气凛然；面对违
法车主金钱贿赂，请求“放一马”时，他不为
所动、严辞拒绝；面对家庭困难的执法对象，
他严格执法、温情解困。

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只要像杨雪峰同志
一样，时时处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
自身模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就会形成万众
一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据重庆日报

学习“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