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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党代表走进一线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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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11点，叶德元还在
挑灯备课。作为四川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代表，他履职参
会期间虽不能到校上课，却
依然会在睡前花几小时备
课，以便回校时能送给孩子
们“惊艳的一课”。

历史老师叶德元，在成
都七中育才学校任教已有7
年。这些年里他收获了很多
荣誉，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基
础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最美教
师、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成都十佳班主任……但在他
心中最重要的称号，却是孩子
们口中的那一声“叶老”。

“叶老”不老，这个月刚
过完35岁生日。回想30岁后
的这5年，他觉得是四川、成
都教育迅速发展的5年。而他
自己，正是“教育发展的受益
者”。他觉得自己不仅收获了
教书育人的成就感，更获得
了快乐。而下一个5年，他希
望自己与同行们能为更多地
区的教育，带去帮助和影响。

成都多校开展远程教育
城里学校的课堂向乡村学校直播

从吃闭门羹到院落“明星”
她是居民最贴心的“家庭医生”

1993年，从医学院毕业
的蔡正华放弃在大医院就职
的机会，自愿选择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2005年，
她成为青羊区新华少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科医
生，与同事们在西部地区率
先组建起家庭医生团队，她
成为第一任队长。

起初，居民的不信任，使
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
重，他们一遍遍敲门，一遍遍
解释，尽心尽责地诊疗，最终
赢得居民们的信任。这些年
来，一点一滴的贴心服务，蔡
正华和她的团队守护着一方
居民的健康……

用活动育人 几百场活动伴孩子们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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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少 城 社新 华 少 城 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家庭医生们管的家庭医生们管
理着理着123123条街道条街道、、
312312个院落个院落、、55..22万万
户居民户居民、、1515..55万人万人
的健康的健康。。蔡正华带蔡正华带
领的团队则管理领的团队则管理
着特殊疾病门诊着特殊疾病门诊
70007000多人多人，，即使住即使住
院院，，她都总是拿着她都总是拿着
手机手机，，因为这是她因为这是她
的的““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让叶德元欣让叶德元欣
慰的是慰的是，，成都许多成都许多
学校已在开展远学校已在开展远
程教育程教育，，将课堂直将课堂直
播给缺乏优质资播给缺乏优质资
源 的 乡 村 学 校源 的 乡 村 学 校 ，，

““仅我们学校仅我们学校，，就就
已将课堂直播给已将课堂直播给
了了500500多个村多个村78007800
多个孩子多个孩子”。”。而这而这
正是这些年来正是这些年来，，他他
所见证到的教育所见证到的教育
发展与改变发展与改变。。

叶德元的历史课教学，跟他的“麻辣”风
格一样出名，也成为许多老师学习的模板。
他从不枯燥地梳理知识点，总是别出心裁地
结合历史背后的故事，历史与今日的关联、
历史延伸出的效应等，有趣地讲出来。

这几天开会间隙，叶德元正准备的课程
是“清朝前期的繁荣”。其实，那些知识点他

“闭着眼也能背”。但每一次讲，他都要花至少
4个小时去备课。“清朝前期的繁荣很有趣，比
如农业、手工业等，很多一直影响到今天”，他
准备了许多历史故事，“比如农业繁荣，那时
候康熙都自己培育水稻，然后推广……”

而无论德育教育，还是知识教育，叶德元
倡导的，都是现代的教学理念和新思维。

这次参会，他很激动，把大会报告读了又
读，然后将涉及教育的内容一一标注。在参会

发言中，他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坚持“立德
树人”，另一个就是希望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扶贫。

让他欣慰的是，成都许多学校已在开展远
程教育，将课堂直播给缺乏优质资源的乡村学
校，“仅我们学校，就已将课堂直播给了500多个
村7800多个孩子”。而这正是这些年来，他所见
证到的教育发展与改变。

在他看来，教育扶贫除了教学硬件的扶
贫，还包括教育理念的影响，甚至对家庭教育
的重视。这也正是教育欠发达地区需继续改善
的地方。作为教育工作者，他认为自己承担着
责任，“包括我，也包括更多名师、同行，大家至
少可以抽空走进那些需要改善教育的地区，哪
怕上一堂课，也是对教育新理念的传递”。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名师”叶德元，几乎已是成都教育圈里无
人不知的人物。别人评价他是“麻辣班主任”，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跟孩子们的相处方
式，不仅平等逗趣，还经常别出心裁地给孩子
们设计活动。

在参加党代会之前，5月18日，叶德元刚跟
同学们完成了一场特别的互动。那一天是他的
35岁生日，他送给班上每位同学一个信封，上
面用封条标注：“请一定回家再打开，绝密哟！
嘿嘿，叶老。”打开信封后，孩子们收到的是他
亲笔写下的“给20年前的自己的一封信”。

信与其说是写给自己的，不如说是写给这
些十多岁的孩子们的。“我坚信现在我们做的
所有事情，到未来必然有‘回响’”、“三思而后
行，充满期待善意地过好每天”、“上完大学后，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书读少了”……

那一天，从未收过学生任何礼物的叶德
元，破天荒地跟孩子们要了个礼物，他想让每

个孩子都写下三两句话送给自己。于是，那一
天，他收获了止不住的眼泪。

有同学这样写道：原来当年叶老也是容易
被老师忽略的人，我也经常被忽略，但叶老师
给了我阳光和鼓励……还有同学对他说：叶老
你不要那么忙，身体第一。

叶德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很多成长的经
验和道理，用灌输远不如用体传递得真切，这
也是他天天花心思设计活动的初衷，用“活动
育人”。

学生们写的小纸条被他一一拍下，贴在自
己的博客里。自从7年前开通，这个取名“叶老
的窝”的博客，从没有一天停止过更新，访问量
已接近150万。而每天更新的文章都与学生有
关。

在那个取名“幸福一班”的标签下，400多
篇文章，专门记录他组织设计的小活动。细数
最近5年，已有超过300场。

传递新理念 帮助更多教育欠发达地区

最初不被理解 居民们担心他们是骗子

2004 年，青羊区新华少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生们整体转型，不再坐门诊等病人，
而是主动出击做社区卫生服务。

向居民宣传社区医生的定位，建立健康
档案，收集健康信息，进行健康管理……蔡正
华回忆，2005年，她和同事们开始花大力气跑
院落，基本一半时间都在院落里。

与医生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居民的戒心和不信任。蔡正华非常理解当
时居民们的想法，“对于不认识的人，有戒
心是正常的”。居民们担心他们是骗子，或
是推销药品的。因为这种不理解，蔡正华遭

遇过白眼，受过奚落，但她和同事们始终锲
而不舍。

蔡正华记得，第一次去过街楼36号院，遭
遇了很多不理解，只有个别热心居民勉强接
受了她的服务。这个院落里的退休干部刘大
爷就让她吃了不少闭门羹。刘大爷身患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对社区医
生比较反感。“我也知道你们不是骗子，但我
就是不需要。”话音一落，他就把门关上了。

蔡正华感到委屈，但仍很关心刘大爷的
身体，尽管随后又被拒绝了两三次，但她依然
没有放弃。

收获居民信任 还受邀一起吃团年饭

每次去居民大院访视时，蔡正华的包里
总会有大爷大妈们悄悄塞下的水果和糖，她
的心里也无比甜蜜。她毫不讳言刚开始下社
区那种心酸，面对居民的不理解，好像医生的
尊严都没了。而现在，她心里更多的是自豪感
和成就感。

于个人，蔡正华从一名普通家庭医生成
长为家庭医生团队长，现在走上了管理岗位。
她工作的青羊区新华少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成为“全国示范卫生服务中心”、“全国百强

卫生服务中心”，“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培训基
地”。因此，她的工作全面涉足了医、教、研，为
社区培养更多家庭医生。

走出医院，天地更广阔。新华少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们管理着123条街道、
312个院落、5.2万户居民、15.5万人的健康。蔡
正华带领的团队则管理着特殊疾病门诊7000
多人，即使住院，她也总是拿着手机，因为这
是她的“服务热线”。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受访者供图

刘大爷的工资比较低，蔡正华和同事们
就主动帮忙为他节省看病费用；刘大爷住 7
楼，出门不方便，蔡正华就经常上门给他测血
糖，关心饮食起居；刘大爷病情复杂，蔡正华
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找了十几个人会诊，让他
的病情得到控制。

刘大爷感受到了蔡正华的亲切和实在，
对她敞开了心扉，两人成了忘年交。刘大爷得
知蔡正华因为工作太劳累，心脏出过问题，也
经常关心她的身体。刘大爷还鼓励她，你现在
做得很好，一定要好好保重，继续努力，争取
有更大的作为。

社区卫生服务从不收费，不推销药品，免
费做健康咨询、检查身体测血压，进行健康指
导……蔡正华当时对口3条街两三千户居民，
每一户，她都至少去过3次。靠着一点一滴的
贴心服务，渐渐打动了居民们的心。

过街楼36号院的其他居民也慢慢理解了
蔡正华及其同事，连团年饭都邀请他们一起吃。

如今，走到院落里，大家都认识蔡正华，不
仅热情地打招呼，还拿水果给她吃。她不仅收
获了居民的信任，还成为受欢迎的明星医生。
外单位同仁来社区交流，不禁由衷感叹，“社区
居民有你们这种医生，真是一种幸福！”

走出医院更广阔 为社区培养更多家庭医生

蔡正华

叶德元

“我曾两次到访成都，充分感受了成都
人民的友好和热情，也见证了成都经济社会
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当地时间 5 月
25日上午8点30分，市委外宣办组织的成都
媒体访友城代表团在成都友城老挝琅勃拉
邦省专访了该省副省长布阿空·那玛冯。曾
两次访蓉的他，见到友城来的媒体朋友格外
亲切，并对成都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参与中老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表示赞
赏，同时欢迎更多成都市民来琅勃拉邦旅
游，更多成都企业来琅勃拉邦投资兴业。

点赞成都企业
为中老铁路建设作出贡献

成都媒体代表团首先向布阿空·那玛冯
介绍了成都目前的发展情况，作为四川省的
首位城市，成都正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并将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的功能。目
前，成都企业正在承建中老铁路等重大项
目，今后作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的成都，必
将在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曾两次到访成都。这座城市发展速度
之快，成就之多，令人赞叹。我相信，成都未来
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希望成都能
与我们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布阿空·那玛
冯还特别对成都企业在中老铁路建设中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中老铁路北起中国，经过
琅勃拉邦，直通万象，是琅勃拉邦人民热切期
待的一个重大项目。”据他介绍，作为一个拥有
丰富旅游资源的省份，琅勃拉邦近年来正在大
力发展旅游产业，并将其作为支持社会经济发
展的战略性计划。中老铁路建成后，将为琅勃
拉邦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学习成都文化旅游推广经验
琅勃拉邦与成都很相像

在布阿空·那玛冯看来，琅勃拉邦和成
都这两座友城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双方都处
于高速发展状态下，并各自取得了骄人的成
就。回忆起去年的成都之行，布阿空·那玛冯
仍记忆犹新，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成都人的笑
脸，“看得出来，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市民是很
有幸福感的。这一点与我们琅勃拉邦很像。”

由于琅勃拉邦的产业结构原因，布阿
空·那玛冯在访蓉期间重点关注了这座知名
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产业。“成都的
文化创意推广做得非常好，打造出了一大批
天府文化名片。比如充分开发大熊猫这个珍
稀动物资源的文化价值，做出了一系列的特
色旅游商品。”

布阿空·那玛冯告诉记者，创交会结束回
国后，他还专门组织琅勃拉邦省相关政府官
员开会研究了如何借鉴成都的经验，打造旅
游文化名片，“成都人把天府文化和创新创意
很好地融入了旅游服务和产品当中。我们可以
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必要时我们会再派人到成
都取经，希望成都能大方分享成功秘诀。”

随着 3 年前成都到琅勃拉邦旅游直航
航线的开通，越来越多的成都人选择到琅勃
拉邦领略自然美景和异域风情文化。布阿
空·那玛冯热情邀请成都市民，到琅勃拉邦
欣赏森林瀑布等秀色美景，感受泼水节等具
有当地特色的节日风情，“今后这对友好省
市之间的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双方政府和人
民都可以在更多领域有更加紧密的交流与
合作。欢迎成都人民多来琅勃拉邦旅游，也
希望成都企业能来琅勃拉邦打造教育、医
疗、餐饮、旅游等领域项目，在开拓海外市场
的同时，也为琅勃拉邦人民的民生保障提供
助力。”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俸奎 薛欢
琅勃拉邦报道

天府文化充满魅力
值得我们学习经验
老挝琅勃拉邦省副省长接受成都媒体专访

道路通，百业兴。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我国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规划实
施了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在这些项目的建设
中也有不少成都企业和成都人的努力。当地时
间25日下午2点，成都媒体访友城代表团到达
第三站老挝万象，随即前往参与中老铁路建设
的中铁二局老挝分公司探访。

据了解，中老铁路北起中国云南省会昆
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老挝境内磨丁至万
象段长 417 公里；建成后，将加速促进老挝
国内铁路网的完善，以及与泰国等周边国家
的交通连接，同时也将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
国家的重要通道。

中铁二局老挝分公司总经理曾凡炳介
绍，中老铁路建设项目老挝境内共分六个土
建标段，全线近期新建车站33个，正线桥梁
162座，正线隧道72座，桥隧总长252.071公
里，占总里程的59.01%。其中，中铁二局负责
最南端第Ⅵ标段的建设，长度65.7公里，以
及最北端Ⅰ标段部分路段的建设。2015 年
12月签订施工合同，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
计将在2021年竣工。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
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一家
本部在成都的中国企业，我们走出来发展，就
是代表成都的一张名片。我们将在做好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传播天府文化，让
更多老挝人知道成都，了解成都，进而愿意去
成都看看，去成都发展。”曾凡炳表示。
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俸奎 薛欢 万象报道

中铁二局老挝分公司总经理曾凡炳：

我们走出来发展
就是代表成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