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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今日关注
石室联中

石室联中根植于“文翁
兴学、教化巴蜀”的悠久历
史文脉，传承“文翁石室”的
优秀教育思想，经过20年
的办学实践，坚持把“文翁
化蜀、慧智石室”作为教育
思想，提出了“差异教育、扬
长发展”的教育理念，形成
了“感恩常在心中、责任始
于足下”学校文化核心，确
立了“修身自胜、报国利民”
的培养目标和“求实务虚、
德慧天下”的校训，不断强
化以“感恩、责任”为核心的
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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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经济
三医+大数据/Al专场活动
在温江区成功举行

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昨日，由成都
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科学技术局、中共
成都市温江区委、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承办的“新时代新经济：三医+大数据/Al”
活动在温江区成功举行。中科院院士魏于
全、颜德岳与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成都京东方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校院所、生物医药与
大数据企业、创投机构、创新创业载体代表
等6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三医（医学、医
药、医疗）+大数据/AI”美好未来。

本次活动分校院企地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生态圈主题分享、成都医学城精准医
学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三个环节。

去年以来，温江区与上海交通大学、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四川大学等 15 所国
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签订合作协议，结成发
展共同体。此次活动现场，又有两个校企
地协同创新项目签约——西南交通大学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海交通大学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近年来，温江出台了优厚的产业扶持
政策和吸引力强大的人才政策，成立了由
35名知名院士专家组成的成都医学城专家
咨询委员会。活动现场，温江区为上海交通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四川大学高
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四川大
学原副校长李光宪，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徐红兵，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朱健梅颁发温江区人才大使聘书。

本次活动的一大看点是成都医学城精
准医学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100余个优质
项目通过为期半年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和深圳三场复赛，11个项目脱颖而出，涉
及分子诊断、医学影像、生物组学、医疗人工
智能等领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6个项目分
获一二三等奖，共揽得17万元奖金，项目落
地后还将获得最高45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

目前，温江依托成都医学城、成都健
康服务业集聚区、成都都市现代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园，聚集了药明康德、科伦药业
等 300 余家“三医”行业领军企业和上下
游协作企业，引进了四川大学新药研发中
心、中科院创新药物研究与转化平台等15
个重大创新平台项目，2017年生物医药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

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一张张精
妙的摄影作品……在石室联中的
校园里，似乎每一面墙都会“说
话”，每一面墙都能吸引学生的良
久驻足，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是
无声的教材。去年，石室联中荣获
首届“全国文明校园”殊荣。

校园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石室联中全力推进校园环境建
设。重视学校的净化、绿化和美化，
注重绿色生态校园建设，学校环境
整洁优美，做到了垃圾分类处理，同
时，坚持深入开展环境教育和“三
节”（节水、节电、节粮）教育，于2016
年被评为成都市环境友好型学校。

不仅如此，学校还主动参与校
园周边环境治理，积极协调办事处
社区，做到了校园周边200米内无
网吧、电子游戏室等场所，无歌舞
厅等娱乐场所。学校大门周边环境

整洁，校园周边无从事非法经营活
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无“三无
食品”，无恐怖迷信低俗的玩具、文
具、饰品和出版物销售。

校园内，石室联中将校园文化
视为一个学校的灵魂，因此，学校
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校校风满
意率达到90％以上，学校也被评为
省级校风示范校，每年均获得青羊
区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此外，石室联中坚持开展每月
一次文明星级班级、优秀小组评比
活动，开展每月一次的星级学生评
选活动，同时通过积极推选市区级
优秀班级，通过各级各类创优推
先，促进班级和学生的和谐发展。

学生
参与学校管理 是学校的主人

在石室联中学生团队的建设
中，学生团队是学校民主管理的重

要力量，学校每学期会定期召开共
青团、少先队、学生会、学生社团的
代表大会，让学生为学校管理和发
展献言献策。由此，学生自主管理
成为了石室联中育人工作的一大
特色，在个人、小组、班级、年级、学
校层面，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并
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学生真正成为
了学校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方面，石室联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依
据初中学生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
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如国
旗下活动课程、午间管理课程、自
主管理课、假日小队社会实践课
程、研学旅行课程等。同时，学校利
用重要节日和社会实践活动，开展

“我的中国梦”等主题教育活动。在
清明、五四青年节、一二九等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励志、爱国教育活
动，激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和中国

梦的实现结合起来，为中华之崛起
而努力读书。

而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和能力，学校特别开设了校园劳动
实践课程、厨艺实践课程、我当三
天家课程、三天职业体验课程，通
过组织校内外劳动，鼓励家务劳
动，让学生在参与劳动、培养技能
中，感知劳动不易。

学校
设开放日 家长、社区参与建设

在管理团队建设方面，石室联
中章程中明确了落实校长职责，校
长负责学校的全面行政工作，是第
一责任人。学校实行落实民主集中
制度，每周召开校长会、行政会研
讨学校发展问题，民主决策，并注
意充分发挥教代会、家长委员会、
学代会作用，让教师、学生、家长参
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学校因此被
评为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学校每学期都设立学校开放
日，让家长、社区参与学校建设。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石室联
中坚持开展师德学习例会，通过网
络平台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
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评价监督
体系。每学期教职工 100%都签订
师德承诺书，做到了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无体罚、变相体罚或暴力侵害
学生行为。学生、家长师德满意率
高，师师关系、师生关系、家校关系
和谐。

此外，学校通过“走出去，请
进来”，定期组织师资培训，制定
教师专业成长规划，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同时重视班主任、骨干教
师的成长，特别注重年轻教师的
培养，通过师徒结对、技能大赛等
多种形式促进各年龄段教师发
展，进而形成结构合理、梯次发展
的教师队伍。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实习记者

胡越 照片由学校提供

“不管有多大风，不管有多
大浪……燃烧吧，青春。”当主演
张天娇用手语舞蹈带着观众比
划，数千双手在空中随着音乐起
起落落，音乐剧《你好·青春》在
热烈而温馨的氛围中“燃”到每
位观众。4月13日~15日，由四川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成都市
文明办、成都市金牛区文明办联
合出品，成都金牛区欢行公益发
展中心创作的励志音乐剧《你

好·青春》，在北京的中国国家话
剧院连演 3 场。这部曾摘得“金
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的
作品，正代表四川参加第四届中
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你好·青
春》来源于真实生活，讲述热爱
舞蹈的听障女孩艾小兮与一群
怀抱同样梦想的年轻人追逐梦
想的感人故事。

据总导演、四川音乐学院教
师王小知介绍，为保证音乐剧的

“青春活力感”，剧中90%的演员都
是在校学生。他们来自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
学校的不同专业。

而剧中女主角艾小兮的故
事，是由扮演者听障女孩张天娇
真实成长历程改编而成。2013
年，天娇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
上，以独舞《春之声》赢得掌声。
在这个舞台上，她与道德模范、
成都市金牛区欢行公益发展中

心创办人秦坤相识。当天娇得知
秦坤所创办的欢行公益发展中
心，是专为残疾人与普通人搭建
共融发展平台的爱心团队，了解
到成都是一个友爱包容的城市，
她辞掉家乡的工作，来到成都加
入这个公益团队。2016 年 9 月，
张天娇加入以她的真实人生经
历改编的音乐剧《你好·青春》的
创作团队，并担任该剧的主演。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缘起一次散步
不让孩子湿脚

在双沙镇政府背后的大南山上，有
一条水泥公路通往大山腹地，还有一条
羊肠小道弯弯曲曲，消失在茂密的山林
中。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条山路是双沙
镇（原名白沙场）通往县城古蔺的重要
通道。双沙交通改善前，集镇上的居民
需徒步十几个小时，才能走到古蔺。

成都商报记者见到李显学时，他
正在半山的山道上铲草，手起锄落，占
据小道三分之一的杂草，应声倒下。

“这是今年第一次到大南山来锄草，一
共要锄四公里。”李显学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这条小路连通山上的公路和山
下的场镇，旁边有公路，因为小道更近
便，很多步行赶集的村民、读书的学
生，都习惯走山路，可以节约时间。

李显学回忆，2008年下半年的一
天，他外出散步从镇上走到大南山了，
沿着山路一直往山上爬。“那时还早，学
生们从山上往下走，去学校上课。”李显
学发现，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草尖上的
露水，将孩子们裤管和鞋子全打湿了。

“我当时想，这些娃娃早上出门打
湿了，没得衣服鞋子来换，要接近晚上
才能到家，那不是裤子鞋子都靠体温

‘烘干’？”李显学说，长此下去身体肯定

不好。这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反正闲
着没事，不如把路边的野草都割了，孩
子们就不会湿脚。”

从那以后李显学就和山道上的野
草们“干”上了，一干就是十年。当地人
告诉记者，从双沙大沟到医院转盘，从
槐树坪到莲花寺的观光路，从槐树坪到
白沙村人行路，从余家湾子到上街原老
大路等近十条沿山小道，总长达十余公
里，李显学把路铲平了，把茅草荆棘砍
掉、铲净，不能行走之处都要维修。

最初不好意思
把镰刀藏到夹克里

发现孩子们衣服被打湿，李显学
当即决定修路锄草，原计划的爬山锻
炼中断了。李显学悄悄回家找了把镰
刀出门。“那时在镇上住了两年多，根
本用不着割草锄地，突然提着镰刀出
门肯定要引人注意。”为了不让人发
现，出门时他在外面套了件夹克，把镰
刀藏在夹克的内包里。第一天，李显学
在山道上割了一天草，天黑了才汗淋
淋回家。李显学对家人撒谎，说爬了几
座山，累得出一身汗反而轻松许多。

1971年李显学从部队退伍，1972
年被安排进当时的白沙区公销社，此
后在当地做生意，几十年来一直生活

在双沙镇，附近的村民都认识他。十年
前，很多当地人已外出打工，山间地头
很少看到村民割草。李显学说，他怕人
家笑话，见路上有人经过，远远就躲开
了，等别人走远了他才又出来割草。

山上的老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大家第一次发现路上绊脚的草被割得
干干净净时，以为是哪家孩子的恶作
剧。而锄草的第一天，李显学躲在路边
的刺草笼下，听到路过村民的第一句
评价是：“这怕是哪个神经病哦，在这
路上割草干啥呢？”由此，李显学更不
敢主动向人提起，“像做贼一样，生怕
被别人知道了。”

十年过去了，李显学在附近十条
山道上割草修路的事不再是秘密。当
地居民从最初的困惑不解，到现在大
家都点赞。去年底，李显学十年锄草修
路的事迹得以曝光。今年初，李显学获
评“四川好人”。

“锄草上了瘾，
这与是不是好人无关”

一年四季都独自活动在山道上，李
显学的精神头，甚至超过很多比他年轻
的人。他认为，这得益于锄草修路。“两个
孩子刚得知我在锄草，很不理解。”李显
学告诉他们，自己天天上山劳动，其实就

是锻炼身体，最终说服了他们。
如今，李显学的儿子儿媳白天要

上班，孙子读幼儿园，李显学只需每天
帮老伴收拾一下家务，就带着工具出
门。时间长了，李显学发现用镰刀割草
只能治表，不能断根。于是他将镰刀换
成锄头，直接从草根处将草锄断，并翻
土覆盖。“这样锄一次，可以管三个月
左右。”李显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总
结这个经验后，他每年只需在同一地
方锄草两次，就能基本解决问题。

年有四季，岁有冬春，李显学把修
路锄草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天
气允许出门，他就不会赖在家不上山。

常从大南山经过的村民夏世端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夏天最热的时候，常看
到李显学在树荫下午睡；下雨时就撑把
伞休息。

李显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无论
是十年前割下第一把草，还是现在天
天上山，“我只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
价值，对别人来说能更加方便。”李显
学说，成都商报记者到来之前，他也是
从别人的手机上，刚得知自己被评为
了“四川好人”。李显学认为修路锄草，
已嵌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别人
打麻将有瘾，他是锄草修路上了“瘾”，
这与是不是好人无关。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一桌一椅、一草一木
都是校园里无声的教材

不忍露水打湿上学娃
山道上义务锄草十年七旬锄草翁七旬锄草翁

72岁的李显学体重只有98斤，但他一年四季都独自活动在山道上，而他的精神头，甚至超过很多比他年轻的人。
李显学自己认为，这得益于锄草修路。从2008年起，李显学就在镇子周边的山道上锄草修路。近的地方，他中午回家
吃饭，下午继续干活。到远的山道上，他就带上冷开水，就着自带的馒头饼干当午餐。年有四季，岁有冬春，李显学把修
路锄草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天气允许出门，他就不会待在家不上山。

去年底，李显学十年锄草修路的事迹得以曝光。今年初，李显学登上省精神文明办评选的“四川好人榜”，成为“助
人为乐”的典型代表。

距县城37公里的双沙镇是古蔺县第二大城镇，从古蔺到双沙，
汽车要开一个小时。这个集镇，四面被大山环抱，虽然越来越多的水
泥公路从各村通往集镇，仍有十余条羊肠小道，分布在镇外的群山
中。无论是上学，还是赶场，现在仍有很多当地人习惯于走山路。

在双沙集镇，成都商报记者随便问几位街边店铺的摊主，他们
不仅都认识李显学，而且知道他住哪里。“李显学？你说修路那个老
头是不？他住商贸大街，十几年了，你往前走，右拐随便问哪个都晓
得。”从双沙车站出发，成都商报记者接连问了五位居民，无一例外
地都给记者指出李显学家的位置。

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次登门，老李不在家。李显学的邻居陈弟英
告诉记者，老李带着锄头上山修路去了。记者注意到，李显学家是一
幢三层小楼，楼下的门被锁上了。据陈弟英介绍，他们都是多年前搬
到双沙镇来的，自己买地盖了房子。

“那个修路老头，我们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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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联中的学生上厨艺实践课程、劳动实践课

李显学正在锄草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