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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敏是市人民医院心血管科主治
医师，10月3日是她值班。科室医师少
了，值班医生比平时就要忙碌些。下午
3 点，甘敏接到呼叫，有病人胸口不舒
服，她带着听诊器赶紧跑过去，经过诊
断和治疗后，病人逐渐恢复正常。

“甘大夫你帮我看一下刚拍的这个
胸片嘛。”刚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甘敏
就听到有位病人在喊她，又打开医学影

像胶片便一点一点分析病情……直到
4点记者离开，甘医生仍在忙碌着。

还有公安、交警、施工人员、外卖送
餐员、快递派件员、银行工作人员等等，
还有许多行业许多人，用坚守诠释着这
份职业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忙碌的身影
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线，也正是因
为他们的付出，这个国庆假期让大家过
得舒适安心。

“因为学科不同、领衔人的专业不同，
各个工作室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何
西俊名师工作室学术秘书、市教科所教研
员向东介绍：“上个月，我们邀请了省上的
专家，举行了一次学术报告会。这个月，
廖文鸿正积极筹备她们工作室成员参加
全国的赛课比赛。年底，我们将根据年初
的工作计划和预报的业绩等内容，接受市

级专家组的考核考评。”
据《考核细则》：以领衔人姓名命名的

名师工作室，将以三年为一个工作周期。
在一个工作周期内，领导小组按有关评估
标准，考核为“合格”则继续进入下一周期
的工作室建设，若考核为“不合格”者，则
将撤消该工作室。“新晋名师”也可以在一
个工作周期中，申请成立县（区）级名师工

作室，在三年工作周期结束后申请成立市
级名师工作室。

据介绍，下一步，全市还将迅速启动
资阳市名师工作室的相关网站的建立，通
过网络分享信息，共享资源，力争用三年
时间，打造一支“名师”队伍，创建教育行
业的人才高地，实现全市教师水平整体再
上新台阶的目标。

近日，记者在三贤祠社区见到杨德
福时，他刚结束了社区的维稳工作。从
头天晚上 8 点到当天早晨 8 点，杨德福
一直坚守岗位，熬了整整 12个小时，第
二天，他仍坚持到岗。

“他这个人，做啥子都不怕付出，乐于
奉献。”三贤祠社区主任唐燕君告诉记者，
三贤祠社区共有6个社区干部和6个网格
员，其中，只有两位男性，因此，平时有什
么事，杨德福常常主动承担，不仅做好自
己分内的工作，还主动帮助其他网格员。
遇到急事、难事时，还常常义务提供自己

的私家车为社区和居民服务；遇到家庭十
分困难的居民，他还自掏腰包接济。

居民杨刘军一直在迎接镇精神病
院休养，到医院治疗、申请廉租房等事
都无法自己完成，虽然杨刘军所在网格
不属于杨德福管理，但杨德福依然主动
承担起接送杨刘军的任务。

“这些都是小事情，是我应该做
的。”杨德福说，作为网格员，关心照顾
居民都是他力所能及之事，他只是扎根
基层的网格员里，最普通、最平凡的那
一个，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名师工作室”
让教师队伍强起来

“保姆”网格员
平凡善举诠释无私奉献

市民舒心过节他们坚守岗位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潮下，我们慢
慢感受到创建带来的实惠和变化，环境
秩序改善了，小区生活舒适了，公共服
务更加完善了……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文明成果人人
共享。市民是城市的主人翁，是创建的
受益者，代表着城市的形象和文明程
度。继《资阳市民文明公约》出台后，市
文明办着眼市民反映强烈的“十大不文
明行为”，发布《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
引导市民从小处做起，从细节做起，改
变不良言行，争做新时代遵德守礼、向
上向善的文明市民。

这些细小的日常行为要求，都内在
地包含着什么现代文明？让我们一起
来学习。

一、环境卫生“三牢记”
1、不乱扔乱倒
乱扔乱倒在“资阳十大不文明行为”

排行榜中位列第一。虽是一个随手举动，
但对市容环境破坏性很强，还会滋生蚊蝇
传播疾病，令人深恶痛绝。我们应当把果
皮、烟头、卫生纸、食品袋（盒）等垃圾分类
投放垃圾箱，不随意乱扔；车上备好垃圾
袋，不车窗抛物；家庭生活垃圾带到楼下
投放指定地点，不高空抛物；饭店、商铺做
到“门前五包”，不沿街乱倒污水、垃圾；建
渣、弃土请到指定堆放场倾倒。

2、不乱吐乱拉
乱吐乱拉是极其不雅的个人行为，

是病菌传播的主要途径，严重影响他人
健康和城市形象。随地吐痰吐物是长
期存在的陋习，必须下功夫革除。请将
痰、唾液、口香糖等吐在纸巾上包好扔
进垃圾桶，晕车、醉酒等导致身体不适
请用塑料袋或到厕所呕吐。随处便溺
虽是极少数人偶尔所为，但影响极坏。
虽说人有“三急”，但人类是有耻辱感
的，厕所才是人类特有的便溺场所。家
长不能纵容小孩在公共场所便溺，应随
身携带纸尿裤、塑料袋做好预防，成人
更不能因为醉酒、尿急，图方便就地解
决，应文明如厕，爱护环境。

3、不乱贴乱画
乱贴乱画是污损市容市貌的行为，

“牛皮癣”遍布的楼道和污迹斑斑的墙
面，已成为城市环境的顽疾，制贩假证、
手机监听、贩卖枪支迷药等不良信息严
重恶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干扰和
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经过近年的反复
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任重道远，需
要坚持共同治理。经营性小广告须张
贴到社区（小区）便民信息栏，或通过正
规媒体发布。公安等职能部门要对违
法广告加大打击力度。市民旅游时要
爱护公物、维护形象，切忌乱刻乱画。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10 月 3 日 15
时10分，一名5岁小孩乘坐15路公交与
大人走失，幸得资阳城市公交司机、调
度站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安抚小孩30分
钟等来家人。

原来，当日下午南津镇烂庙村村民
张玉菊在三贤文化公园吃完酒席后，同
行 7人乘坐 15路公交到沱一桥下车，转
车回南津镇。

上车后，最小的 5 岁小孩小颜在车
上睡着，同行其他人在沱一桥站点下车
时竟忘记小颜还在车上，于是小颜就随

着 15 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沱江新城调
度站。到终点站后，小颜醒来发现只有
自己一人，吓得大哭起来。当班公交司
机彭建均发现情况后回想起一定是车
上乘客与孩子走散了，便立即将小孩带
到调度室。

“谢谢资阳城市公交，谢谢好心驾
驶员。”孩子奶奶在沱一桥下车后发现
孙子没下车，焦急万分。然后等到第二
班15路公交车，请驾驶员帮忙联系公司
寻人。当得知孙子在沱江新城调度室
后，大家又坐15路去接小颜。

□ 本报记者 蒲敏

“现在全市
共有18个名师
工作室。”近日，
记者在市教育
局了解到：我市
自筹备建设名
师工作室以来，
得到了全市上
下各级教师的
积极响应，几
个月来便卓有
成效。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徐嘉欣赵明

国庆假期对于
很多人来说都是
一个不可多得的
休闲时光，或是与
亲朋好友相约聚
会，或是来一场浪
漫的旅游。然而，
在大多数市民抛
开工作，开心地享
受难得的假期时，
却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仍旧在一线
坚守，默默地为市
民们过好国庆假
期热情服务。

“名师工作室”起源于江浙一带，它的
创建充分发挥了名师的专业示范、引领、
带动、辐射作用，对加快中小学优秀教学
教研人才的专业成长，促进高素质、骨干
教师队伍建设意义深远。

“这个项目的建设是有经验可循的，很多

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名师工作室。”资阳市教
师培训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廖文鸿告诉记者。

市教体局在 2018 年初，部署全市名
师工作室创建工作。市教科所 3 月初下
发《通知》开展全市首批市级“名师工作
室”人员选拔。经个人申请、学校推荐、县

（区）教研室推荐、市教科所审核确认、市
教体局审核，于 7月成立首批 14个“名师
工作室”；第二批4个“名师工作室”也于9
月底完成终审并对外公布。

至此，资阳名师工作室创建，在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里落地开花。

今年 7 月，首批名师工作室成立之
时，市教体局出台了《资阳市市级名师工
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和《资阳市市级名师工作室考核细则

（试行）》（以下简称《考核细则》）。
根据《管理办法》，一个市级名师工作

室通常由 30 名成员构成：有相关学科优
秀教师担任的领衔人 、有省内知名专家

担任的学术指导、有市教科所相关学科教
研员担任的学术秘书、有各类学校推荐的
骨干教师和相应学科的潜力教师。

名师工作室申请、选拔通过后，由领
衔人确定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全年工作方
案和目标，指导青年教师开展课题研究、
推广教学成果、开发教学资源。完成全年
目标之后，领衔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工作室成员。
“名师工作室建立之后，学科老师根据

自身特点可选择去不同的工作室，通过群
聚，交流信息，开展培训，参加比赛。我们希
望早日形成这种向优看齐，对标向好的氛
围，让全市教师的水平得到全面、整体的提
高。”作为首批名师工作室的领衔人之一，廖
文鸿向记者谈起了名师工作室的发展之路。

10 月 2 日 9 时 20 分，在雁城滨江大
道，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莲花环卫所清运
人员张亮正驾驶着三轮垃圾清运车在所
负责区域清运垃圾。此时，他已工作近 4
个小时，清运垃圾 3车。“做了这个工作，
就有义务把负责的区域整干净一点，大

家看到心情都要好些。特别是放假的时
候，垃圾更多，我们比平时还要忙，环卫
工人要是不上班，整个城市都莫法看。”
张亮说。

“这些环卫工人 365 天都不放假，逢
年过节都要上班，碰到节假日工作量比平

时可能还要大得多。”据市城市行政执法
局环卫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市
环卫处城区垃圾压缩中转站、200余辆三
轮垃圾清运车及10辆勾臂式垃圾清运车
等均正常工作，1200 多名环卫工人也一
直坚守一线维护城区的环境卫生。

“老板，这里不能摆摊摊哦，你把路
都挡完了，车子不好过不说，还一点都
不安全，下次不能再摆了哈。”10 月 3 日
9 时许，市城市行政执法局三贤祠执法
大队执法队员巡逻至雁城康乐北路时，
发现街道的人行道、车行道上均出现流
动商贩占道经营情况，便立即上前规
劝、制止，仅半小时左右就在康乐路清

理占道经营 3 起。另一边，市城市行政
执法局资溪执法大队执法队员来到上
西街、苌弘广场等人口密集场所，规范
小喇叭广告造成的噪音及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等。

资溪执法大队负责人何远告诉记
者，国庆期间，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各执
法队伍主要从加强巡查违法建设、规范

节日期间商业噪音、加强车辆运输扬尘
管理、加强监督餐饮行业的油污排放、
排查油污排放设备、规范管理机动车及
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规范并查处流动
摊贩等 7 个方面着手，每日值班执法人
员保持在一半以上，12319 热线采取 24
小时值班制度，以确保城区市容秩序规
范有序。

有人说，代驾司机是城市守夜人。
10月 5日晚上 11点过，在万达广场外，
代驾司机张师傅坐在自己的折叠自行
车上等待接单。张师傅是地道资阳人，
从2015年开始做代驾司机。

“今天晚上 7 点出来的，才接了 2
单，平常单子多的时候能接五六单。”
张师傅告诉记者，由于不少市民外出

旅游，节假日应酬也少了，所以这几天
的接单量不如平时。即便这样，他也
会工作到凌晨 3 点后才回家，毕竟有
市民聚会娱乐到凌晨，可能会需要代
驾服务。

“你好，滴滴代驾为你服务……”正
说着，张师傅接到一个订单，匆匆告别
后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什么是“名师工作室”

如何打造资阳的“名师工作室”

三年实现教师水平整体上台阶

一线环卫：比平时还要忙

城管执法：忙巡查维护秩序

代驾司机:天很晚也接单

医护人员：用仁心护生命

《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解读（一）

5岁孩子公交上睡着了
6个同行人下车将他忘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杨哥，你又来啦！”“老
杨，来一起摆龙门阵。”……
“下次摆，今天有事。”一大
早，杨德福刚进入雁城新村
四巷，来来往往的居民便热
情地招呼他，面对大家的热
情，杨德福微笑着回应。作
为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办三
贤祠社区一名普通的网格
员，在居民眼里，杨德福就
像“保姆”一样，不管男女老
少，他都能照顾到；在社区
干部眼里，他爱管“闲事”，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近日，记者从资阳北站获
悉，对网络或电话订票的乘
客，在资阳北站乘坐高铁不必
取票，刷二代身份证即可进站
乘车。据资阳北站工作人员
陈卓介绍，此举简化乘车流
程，减少乘客进站时间。

本报记者赵明 摄

解读

路径

目标

资阳高铁站资阳高铁站
刷身份证刷身份证
即可进站乘车即可进站乘车

三贤祠社区位于老城区，辖区老旧
小区、棚户区较多，流动人口和特殊人
群较多。在杨德福所管理的网格里，这
种情况尤为明显，800 余名居民中有孤
寡老人，也有吸毒人员、刑事犯罪人员
及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群体，日常工作
难度大。但不管谁有困难，杨德福都会
忙前忙后帮助解决。

“老人家，你不要想那么多，日子会
一天比一天好。”“好得有你们，经常来看
大家，还给大家礼物，咋个好意思哦！”日
前，杨德福又一次来到居民麻素华家，看

望并了解她家近况。原来，自老伴和儿
子儿媳去世后，麻素华带着孙女、孙子，
仅靠每月几百元的房租生活，过得十分
拮据。杨德福得知这一情况后，经常去
看望麻素华一家，还帮忙想办法为他们
解决生活难题，这让麻素华十分感激。

社区孤寡老人刘兴蓉患有肢体残
疾，平时腿脚不便，行动困难，杨德福经
常前去看望，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热情
帮忙。2017 年，刘兴蓉意外摔伤，她第
一时间想到并联系了杨德福，随后，杨
德福很快便赶到刘兴蓉家，将其送医。

爱管“闲事”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保姆”网格员为社区居民忙前忙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