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2名）

李菊洪（女，汉族，1979年4月生，中
共预备党员，重庆市合川区清平镇瓦店
村乡村医生）

她自幼失去双腿，扎根山区行医18
年，“走”遍了瓦店村和附近村庄的700
多户人家，“走坏”了24只支撑身体的
小板凳，无怨无悔为乡亲们提供医疗服
务6000多人次。她身患脑瘤，却一边
进行恢复治疗，一边坚持到村卫生室坐
诊看病，用坚强的毅力践行着“只要我
一天不倒下，就要为村民服务一天”的
质朴信念。她虽然失去了双腿，却比常
人站得更高。2016年，李菊洪获评第十
届“中国医师奖”“中国好人”；2018年，
获评“全国最美家庭”“中国好医生”。
央视《焦点访谈》、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
媒体进行报道。

谢彬蓉（女，汉族，1971年10月生，
中共党员，重庆市忠县新立镇狮子村
人，退役军人，现任四川省凉山州美姑
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教学点支教志愿者
兼教学负责人）

2013年，她依依不舍告别服役20
年的部队，自主择业回到家乡重庆。
2014年，网上一则征集志愿者的消息
让她毅然决定去相对落后的凉山州农
村地区义务支教。她先后筹集2万多元
帮助孩子们修建教室，让128个没有学
籍的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学习。一声“阿
嫫”（彝语：妈妈）让她在海拔3000余
米，交通不便、缺水少电的乡村学校坚
持了11学期，如同盛开在大凉山上的

“铿锵玫瑰”；一首《风和蒲公英的约
定》，让她和孩子们相约下个学期再
见。2018年，谢彬蓉获评“中国好人”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2019年，获评“全
国三八红旗手”。

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2名）

徐前凯（男，汉族，1987年12月生，
中共党员，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车站值班员）

2017年7月6日，他跟往常一样进
行调车作业。突然，前方一位老人在横
穿铁道。他急忙向司机发出停车指令，
然后大声呼喊，又使劲地吹响口笛，但老
人丝毫没有反应。15米、10米、8米……
情况危急。他毅然跳下火车用力抱住
老人，使劲往后一倒，就在此刻，车轮从
他来不及抽回的右腿碾过……短短5
秒，用一条腿换回了一条命；刹那选择，
映射舍己为人的价值光芒。他说：“来
不及多想，救人！就那么简单。”2017年
至今，徐前凯先后获评“重庆市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中国铁路总公司优秀共
产党员”“中国好人”“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最美铁路
人”等荣誉称号。

经小文（男，汉族，1975年7月生，中
共党员，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汽车分公司五星级“雷锋的士”驾
驶员）

他嫉恶如仇，协助警察先后抓获1
名抢车歹徒和2名盗窃嫌疑人；他不惧
生死，配合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巧妙
周旋30天，成功打掉一个盗窃价值上
千万国有资产的犯罪团伙；他淡泊名
利，连续730天免费接送两位耄耋老人
到医院透析，组织同事连续五年资助
一对贫困兄妹近2万元，参加义务献血
6000毫升。从业20年来，他始终怀揣

“认真开车、踏实做人”的朴素想法，用
勇敢的心展示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凛然
正气，用温暖的手传递着一个普通劳
动者的小善大爱。2014年，经小文获

评“重庆好人”；2016年，获评全市“客运
服务明星”；2017年，获评重庆市“助人
为乐标兵”。

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2名）

廖良开（男，汉族，1974年9月生，中
共党员，退役军人，重庆市开州区赵家
街道和平村10组村民）

1997年初，19岁的吉林籍战友刘
继强在抢救落水群众时英勇牺牲。面
对丧子之痛的战友父母，他认下两位老
人为“爹妈”，决心为战友尽孝。空闲
时，打一个电话聊天；月底时，寄一封信
问候。每月微薄的津贴，他一份寄给重
庆老家的爸妈，一份寄给吉林桦甸的爹
娘；每年探亲的路上，从个人独行到夫
妻同行，再到一家三口偕行。20年的时
间、3000公里的路程，只为信守那一句

“战友为人民牺牲，我来替他尽孝。说
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2017年，廖良开获评“中国好人”；2018
年，获评“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全国十
大“诚信之星”。

程绍光 、程祖全（父子，汉族，父亲
1923年10月生，儿子1969年1月生，群
众，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二组村
民）

1949年11月，黔江县（现黔江区）
把牺牲的22位烈士集中安葬，安排26
岁的程绍光义务看管。1951年，程绍
光参加抗美援朝，5年后退伍回到家
乡，继续义务看管烈士墓。2007年父
亲去世后，程祖全遵照父亲遗愿，义务
担起了守护陵园的责任。从1949年到
2019年，父子两代人70年的接续，只
为心中那份简单的坚守。程祖全说，
我要继承父志守好陵园，还要带动我
的子女继续守下去。2018年，获评“中
国好人”；2019年，获评“感动重庆十大

人物”。

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2名）

杨雪峰（男，汉族，1976年6月生，
中共党员，生前系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
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
长）

2018 年 2月 18日，大年初三，万
家团圆的日子。这一天，杨雪峰在节
日值班岗位上执勤时，遇到歹徒疯狂
袭击，在颈部、腹部已受致命伤时，仍
死死抓住嫌疑人的手，拼尽全力打落
其手中的尖刀，防止伤及群众，终因伤
势过重英勇牺牲，年仅41岁。从警21
年，他参与侦破案件300起、处理交通
警情2300起，创造了执法“零投诉”的
纪录，用热血铸就了忠诚、用生命护佑
了平安。2018年至今，他先后荣获全
国“时代楷模”“中国好人”“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个人”和“重庆市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重庆市优秀共
产党员”“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

杨云（男，汉族，1975 年 5 月生，群
众，现任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部泥工班组组长）

他文化不高，却主动学习施工新技
术、新工艺，积极投身施工技术改造，累
计为多个工程项目节约成本上千万
元。他临危受命，多次卷起裤腿跳进建
筑基坑，带领工人清理夹杂着腐烂味的
淤泥，成为大家心中的“拼命三郎”。他
心怀感恩，无偿为家乡修路300米，带
动2000余名农民工就业，资助贫困工
友30多人。15年的执着坚守，他用辛
勤的汗水诠释了“人凡事不凡”的“工
匠”精神。2014年，杨云获评“重庆市
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获评“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2名）

封孝利（女，汉族，1950年9月生，群
众，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村村
民）

2003年，封孝利丈夫因病去世，留
下年老的养父和年幼的女儿。她强忍
悲痛，一边照顾一家老小，一边打工挣
钱偿还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2005
年，她带着公公和许世禄结婚，并相约
一起照顾老人的生活。女儿出嫁后，为
了帮助妈妈和继父照顾爷爷，主动带着
老公和女儿回来居住。16年来，封孝利
用自己的淳朴善良诠释着“百善孝为
先，孝敬是根本”的传统美德。如今，跨
越四代人的“亲情接力”还在继续。
2015年，封孝利及其家庭获评“全国孝
老爱亲最美家庭”；2016年，获评首届全
国文明家庭，她本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会见。

郭佳佳（女，汉族，2002年9月生，共
青团员，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中学学
生）

2016年12月3日凌晨3点，郭佳佳
的家因电线老化突发火灾。本已逃离
火海的她，放心不下腿脚不便的父亲，
又返回屋里寻找，终因吸入大量浓烟
后晕倒在客厅，造成全身近80%烧伤，
十指截肢。“你都出来了，为什么又进
去呢？”当大家心痛地问她时，一句“我
进去找爸爸”的回答感动了周围乡
亲。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
郭佳佳正在接受康复治疗。面对一次
次植皮手术带来的疼痛，郭佳佳正在用
乐观和坚强带给大家新的感动。2018
年，郭佳佳获评“全国最美孝心少年”

“全国向上向善好少年”；2019年，获评
“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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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
记者5月12日从市文明办获悉，根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6部门
关于评选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的
通知》要求，我市按照“作出贡献大、群
众口碑好、事迹突出感人、体现崇高精
神、典型示范性强”的原则，经过宣传发
动、层层推荐、征求意见、集体评议，遴
选出10名全国道德模范推荐人选。

这10人包括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

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孝老爱亲模范等候选人。他们中既有用
热血铸就忠诚、用生命护佑平安的“时代
楷模”杨雪峰，也有自幼失去双腿却扎根
山区行医18年、无怨无悔为乡亲们提供
医疗服务6000多人次的“中国好医生”
李菊洪，还有用一条腿换回了一条命的

“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徐前凯。
即日起，10名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等 6 部门关于评选表彰第七届
全 国 道 德 模 范 的 通 知》（文 明 办

〔2019〕9号）要求，市活动组委会按照
“作出贡献大、群众口碑好、事迹突出
感人、体现崇高精神、典型示范性强”
的原则，经过宣传发动、层层推荐、征
求意见、集体评议，遴选出10名全国

道德模范推荐人选。
现将推荐人选及简要事迹公示

一周，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活动组委会据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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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10名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出炉

李菊洪 谢彬蓉 徐前凯 经小文 廖良开

程祖全 杨雪峰 杨云 封孝利 郭佳佳

“生活育德”提素养 课后服务育特长

“上周末，在爸爸妈妈的指导
下，我做了一道土豆炒肉丝，我们全
家都喜欢吃。别看这道菜很常见，
但做起来可不太容易……”二年级
五班的肖欢倡同学正在有声有色地
讲述自己做饭的经历。这是发生在
4月22日金鹏实验小学（西政附小）

“我是生活小达人之小小厨师长”国
旗下展示中的一幕，也是该校实施

“生活育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一个精彩缩影。
建校4年多以来，该校秉持“随

童心一起飞翔”的办学理念，以培养
品正志高、个性灵动的学生为目标，
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素质提
升；高度重视学生的品行塑造与习
惯养成，结合特色开发了“正心、修
身、启慧”德育课程体系，贯彻落实

“生活育德”，取得显著效果；让课后
服务成为满足学生成长需求、提高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师专业
素养的重要阵地，努力实现学校、教
师与学生共同发展……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金鹏实
验小学，去鉴赏它以生为本的育人
之道。

主题化生活育德课程
塑造文明的阳光学子

“银杏树的外形奇特，有的银杏
树长得像三角形，有的银杏树像一
把撑开的大伞……”在以“我与植物
交朋友”的主题化“生活育德”活动
中，该校学生就多种植物的外形、生
长习性等展开学习、观察、体验，认
识了植物世界，培养了创新精神。

据了解，为让活动稳步推进，学
校组织班爸班妈们每周一下午齐聚
沙龙，以年级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深
研每一周的德育话题。在各年级形
成等不同的主题化德育方案后，再
集中展示、专家点评，最后由班主任
们利用班会、晨会、午会时间，将德
育课程落实到常规教育中。

“传统的道德教育以说教灌输
为主，脱离了小学生的生活实际，我

校提倡的“生活育德”就是从生活出

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归到生活中，

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金鹏实验小

学校长王维说。

正因如此，学校提出“我是生活

小达人”的生活德育育人目标，结合

“壮翼十二礼”、“生活育德”、“微构

德育教育”、“社区大课堂”等德育路

径，通过生活德育课程的学习和参

与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六心十二德”，即思想方面的爱国

心、责任心，道德行为方面的仁爱

心、协作心，个性发展方面的自信

心、进取心和善良、孝敬、诚信、担

当、正直、忠义、文明、勤奋、勇敢、坚

韧、团结、互助等12个优良品德，培

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以孩子面

对自身、学校、社会生活所需的重要

习惯和关键品质为切入点，编写了

包含“专注礼”、“自主礼”等12个育

德礼仪的《壮翼十二礼》，在师生互

问互答中，播种文明的种子，修炼优

雅的举止，收获有教养的人生。

金鹏实验小学进行多方面的

“生活育德”探索，实现生活德育层

次化、系列化、主题化和活动化，培
养出了品德良好、热爱生活、德才兼
备的阳光学子。

个性化课后服务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我们不仅学会了踢足球的基
本技巧，还领悟到了团队协作的重
要性。”“经过努力，我学会了简单空
气动力船玩具小制作！”……下午3
点半，学生们准时到达到各个社团，
参加足球、科技、川剧、国画等16个
特色小组的校辅课程学习，丰富多
维的学习内容，在激发孩子们学习
兴趣的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
特长，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事实上，为给学生打造课后的
“幸福时光”，提供个性化的课后服
务，金鹏实验小学根据学校的实际
和老师们的专长，通过调研学生的
兴趣爱好，还开设了包括水墨画、讲
故事、书法、快乐作文等特色班辅课
程，更充分利用西南政法大学高校
资源开设了“西政大学生志愿者课
堂”，吸纳有特长的学生家长走进课
堂开设“家长课堂”。

在构建起多姿多彩的课后服务
活动形式的基础上，金鹏实验小学
在课后服务活动时间、课后服务活
动原则、课后服务活动组织、课后服
务活动要求、课后服务工作制度等
多个方面做出精彩文章，以持续优
化课后服务的内容、形式、评价等，
确保每一个参与课后服务的孩子都
能学得愉快。

“我校紧紧围绕‘立足需求，积
极服务，家长自愿，学校受托’，积极
发挥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
创新性地开展个性化课后服务，旨
在减轻家长教育负担，丰富校园生
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
展。”校长王维说。

在过去一年里，该校学生在科
技方面获得国家级奖项19人次、市
级奖项15人次、区级奖项112人次；
川剧社团戏曲节目《还银镯》获得重
庆市一等奖……

如今，金鹏实验小学的课后服
务不仅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更
是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快乐之园，得
到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可。

谭茭 万芮杉 张骞月
图片由金鹏实验小学提供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渝北区金鹏实验小学校（西政附小）全面育人引领学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