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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认真只是我的一个习惯；学生成长等待不得；

城里学生需要好教师农村也不例外；别给学生成长留遗

憾，别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11日，秋高气爽，永

川区第二届爱心教师、板桥初中初二（3）班英语教师兼

班主任喻文刚，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透过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喻文刚老师背后的宽严相

济、张弛有度。

责任心源于对教育的理解
喻文刚是土生土长的板桥人。因为在永五中读初中

时受英语老师李光灿的影响和启发，他深深爱上了英语，

以至于后来高考他选择了原重庆师专英语专业。1995

年毕业后，他踏上了英语教学之路。2002年到重庆师范

大学函授英语本科。在寿永初中工作两年后，调至板桥

初中至今20年。

每天清晨，他早早地来到学校，了解学生，处理班务，

从不在家拖延时间。要管理好班级，就必须多了解学生，

才能教好学生；而教好学生，则源于自己对教育责任的理

解。喻文刚说，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说大点是对国家、社

会很重要，说小点就是对他个人也非常重要。“我们的学

生处于农村乡镇，培养优秀品德尤其重要，否则不为社会

所用。农村留守孩子多，读书是他们一条简便快捷的出

路。若学生学习不认真，而教师未与家长联系、没与学生

谈心，那对学生是种遗憾、对国家和社会也是种损失。”喻

文刚说。他认为，学生的成长等待不得、马虎不得，他绝

不把个人情绪带入课堂。

小月，是喻文刚去年送走的毕业生。进初一时，成

绩不错，被选为班长。但她心高气傲，对老师的关心、

做法不理解不理睬，对同学目中无人。喻老师教导她：

一个人不管你多优秀，都要有一颗感恩、敬畏的心，做

到“目中有人”。这话对小月很受用，最终学会了如何

做人、做事、勤奋学习。作为初2019级3班的班主任，

喻文刚严格自律，勤奋学习，并通过灵活的课堂教学和

独到的课外阅读，让每一位孩子在英语学习中培养国

际视野。

好习惯引领好未来
小芹是位性格怪僻、古灵精怪的学生，

上课时翘二郎腿，她觉得无所谓；数学课上

睡大觉，她当着数学老师的面做其他学科

作业；动不动就与同学闹矛盾，一次闹矛盾

后她把桌椅搬到了教室最后一排。

“如果遇到无经验无耐心的老师，可能

对小芹就放弃了。”喻文刚说，小芹搬到最

后一排的当天，他并没有找她谈心。第二

天，他把小芹叫到德育办公室谈话。

接下来，喻文刚叫来小芹的父母一块

交流，希望教育好小芹。最后，小芹意识

到，家长和老师的话都有道理，希望给她时

间改正。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不愿管教、同

学不敢亲近的学生，却在喻文刚的促膝谈

心、家长交流和同学的帮助下，仅用了一学

期的时间就改掉了这些坏毛病。

喻文刚说，教育的职责，就是要允许孩

子犯错，帮助孩子改错，让好习惯成就好未

来。现在，小芹在永中读高二年级了，成绩还不错呢。

教育不是追求“高大上”
小军是出了名的“话包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直至升

入初中，因为喜欢在课堂上讲话，他一直被安排在讲台边

的“特殊专座”。因为“特殊专座”，他向老师“诉苦”。喻

文刚知道，教育的时机成熟了。

喻文刚帮助小军找出缺点，希望他逐渐改正，让他看

到希望，也让老师看到他改正的决心。如今，小军有了很

大的改变，不再坐“特殊专座”，做操站队也不再是“排头

兵”。“教育的方向是让学生变好，我们通常都是带着鼓励

性、赏识性的，先夸其优点，再指明缺点，宽严相济，张弛

有度。”这是喻文刚的睿智。

刚进入初中的学生，手中突然有了一周的生活费，他

们不会安排，有人不吃正餐买零食，对孩子成长肯定不

利。有一天，一名同学胃炎犯了，疼得受不了，喻文刚抓

紧这一契机教育学生认识到了正餐的重要性，现在，全班

学生集体交费充卡，集体去食堂吃饭。

“教育就是做好细致的工作，并没什么高大上。”喻文

刚说，虽然也有机会进城，但城里学生需要优秀老师，农

村中学也需要好老师。在他的班级，流失学生少，教学质

量高。在教师年度考核中，喻文刚2006年至2010年、

2012年至2016年，两次连续5个学年度（总共10学年）

考核优秀。近年来，喻文刚辅导的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

英语能力竞赛，6人次获国家级奖励，一人获全国一等

奖，一人获永川区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做好过程，结果在其次。教育管理的认真，对喻文刚

来说是种工作态度、工作习惯。他不主张废寝忘食，希望

张弛有度；学校开展篮球比赛，他就每周五下午带领孩子

们在球场上运动，挥汗如雨……

该校校长王有兵、党支部书记杨智奎说，正是有了喻

文刚的爱心付出，板桥镇党委政府开展教育民调时，百姓

说读喻文刚老师那班是学生福气；当学校领导家访，想将

小学优秀毕业生留在本镇读书时，喻文刚就是那块招生金

字招牌。

宽严相济 张弛有度
——记永川区第二届爱心教师、板桥初中英语教师喻文刚

本报记者 凌泽英 文/图

“做一名学生喜欢、家长信赖、学校放心的普通的

教师。”43岁的蒋禄中为做一名这样的老师而一直在

努力。

蒋禄中从教至今整整20年，从板桥初中到双竹初

中，一直深受学生的爱戴。今年教师节，他被授予“永

川区第二届爱心教师”荣誉称号。

播种希望
蒋禄中生长在寿永一个农村家庭，在家中排行老

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区县委培考试中成绩优

异，本来可以到华西医科大学读医，但最终因家庭贫

困，交不上委培费用，他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而选择

到永川电大就读英语专业。两年后，分到了板桥初中

担任英语教学，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孩子的苦感同身受，暗暗发

誓“不能让孩子因贫而废学”。去年秋，吕同学转入蒋

禄中老师所带的2017级4班。蒋禄中发现她整天闷

闷不乐，不愿与人交往。学校开学时都会代收孩子们

的保险费，费用不多，就80元。可就是这80元，吕同

学带来钱最大面额才10元，其余的多为5元、1元、5

角。“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孩子的家庭贫困影响到了她

的学习，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她：今后在学校还需要交

的所有钱，你都不用交了，老师来给你想办法，但是你

一定要把所有心思用在学习上。”蒋禄中说。

“虽然我只在初2017级4班读了一年，但蒋老师

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吕同学对

老师的帮助十分感激。在蒋老师的鼓励下，一个月

后，她的脸上开始有了久违的笑容，一年下来，她的英

语成绩一直稳居全年级第一。

传递爱心
今年9月10日，蒋禄中老师收到了一位从双竹初

中毕业了3年的学生陈同学发来的微信祝福：“蒋老

师，祝您节日快乐！您是我最好的老师！”

这名陈同学今年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师范大学

师范类提前批录取，在不久的将来也

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走上教师的

这条路，与蒋禄中老师给予的帮助密

不可分。

回想当年情形，蒋禄中对陈同学

印象深刻，“她又瘦又黑，衣衫单薄，即

使是冬天也只穿一条单裤，鞋子也就

那一双蓝色网鞋，连袜子都没有。也

许是家境贫寒，她有些自卑，不爱与其

他同学玩耍。”

这位年仅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很

快就引起了蒋禄中对她的关注。蒋禄

中为她申请了爱心午餐和贫困学生困

难补助等政策，让孩子在学校的物质

生活有保障。

平日里，蒋禄中还像朋友一般与

她交谈，关心她的学习。只要孩子有

些许进步，蒋禄中都会给予她表扬与

认可，让孩子逐渐建立起自信。陈同

学的学习成绩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一步一步地在

提高，而且也慢慢打开心扉，开始与其他同学融洽相

处，找回了一个孩子本应有的快乐学习时光。“要当一

名像蒋老师一样的人民教师”的憧憬就是在三年初中

生活中形成的，于是，陈同学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才会

选择师范专业。

钻研教学
“爱心教师”，爱的不仅仅有学生，还有教育事业。

蒋禄中就是这样一名全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老师。

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学习起来有很大的困

难。再加上农村孩子条件受限，不像城里的孩子也许

从小就有接触英语的机会，农村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普

遍存在着阅读速度慢，理解能力弱的现象。为了加强

农村学生英语教学，他主研《农村初中英语阅读课题

探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实效，学生能力、学生成绩

有很大提高。

“我注重培养孩子们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蒋禄中

说，一篇阅读，掌握语法等知识点的同时，更为关键的

是要懂得文章的内容。他在讲课中，往往会把文章中

具有趣味性、哲理性的小故事挑出来重点讲，在教学

中融入德育，让学生慢慢品味文章的内容，进而感受

英语的魅力，形成较好的语感。在他的培养中，有5名

同学获英语奥赛国家级奖励，有23名同学获永川区级

奖励；在2016年永川区“枫叶杯”英语演讲比赛中，张

树美同学获永川区特等奖。

蒋禄中不仅是名英语教师，还是学校的教务副主

任。开展工作有担当，讲原则，敢于打开情面，严格执

行教学常规管理制度，在学校领导和教师中有很好的

风评。

“你曾想当医生，却走上教师这条路。对最初的

选择有后悔吗？”记者问道。

蒋禄中想了想，坚定地说：“不后悔！这是一份值

得自豪的工作。这辈子，我就想做一名学生喜欢、家

长信赖、学校放心的普通的教师。”

用爱耕耘 播种梦想
——记永川区第二届爱心教师、双竹初中英语教师蒋禄中

本报记者 杨 雪 文/图

陈树清，字独能，川剧演员，艺名“东方髠”，人称“时装小

丑”。1910年出生在永川县松溉镇一个小商家庭，1984年7

月病逝。幼时攻读经史，后到高等小学堂读书。1926年考入

永川县立中学，因父亲病逝，辍学在家，1年后到潼南县三汇

场和双江镇作小学教师，但不久就失业了。

1932年，潼南县塘坝场成立“清文艺术剧部”（简称“清文

科社”）。陈树清毅然前去报考。陈树清在名师的指点下，勤

学苦练基本功，第一次登台饰《春陵台》中的康王，打响了第一

炮。

此后剧社到潼南、璧山、铜梁等县演出，树清常扮主角，舞

台经验日益丰富，特别是他后来在成都、重庆演出时，博采众

长，技艺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主张不脱离人物性

格单独追求噱头，所以他不管演“襟襟丑”或“袍带丑”，不管扮

康王还是花子，都注意传神达意，恰如其分。人们赞赏他幽默

诙谐的表演颇具东方朔、淳于髡之风，于是他摘合2人之姓

名，以“东方髠”为艺名，后来“东方髠”名声远扬，而“陈树清”

反鲜为人知了。

他的表演除塑造各色各样的艺术形象外，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能大胆地面对时弊，巧妙地利用舞台这个宣教阵地进行

针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树清正在成都“三益公”剧场

演戏。他把《花子骂相》改为《乞丐爱国》，借剧中花子孙小二

之口宣传抗日。

此外，他还在新又新大舞台连续上演《卢沟桥》、《枪毙李

眼膺》、《是谁害了她》等反映抗日题材和现实生活的剧目，对

观众的鼓舞很大。当他唱到了“打日本、反内战、枪口对外是

好汉”这些台词时，场内掌声雷动，一时“时装小丑东方髠”的

美名传遍巴蜀。

“东方髠”的表演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但却遭到国民

党特务的仇视。1937年，他与名演员翠霞（本名何廉士）联合

义演1个多月，将全部收入献给抗日将士。成都警备司令部

给他扣上“宣传赤化，破坏治安”的罪名，逮捕丢监，后经戏院

老板多方周旋，才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无法立足，又回到川

东一带演出，在合川遭到特务毒打，幸同行连夜把他送走，才

保住了性命，后辗转去重庆，在得胜舞台继续演戏。

1945年，陈树清应好友张德成之约到重庆大舞台演出。

不久，重庆大舞台因缴不起“娱乐捐税”而关闭。陈树清只得

另搭班子糊口，长期奔波于江津、合川、泸州、宜宾一带。这时

染上鸦片恶习。不幸又患沉疴，嗓音也倒了，他在艰难岁月中

苦苦挣扎。

1949年11月，宜宾解放了，川剧班社恢复演出，陈树清

治好疾病，戒掉鸦片，嗓音也有好转，“时装小丑东方髠”重新

活跃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光彩。他心情舒畅，积极为党工

作，担任宜宾市川剧团副团长，历任宜宾市第一、二、三、四届

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

（区文管所供稿）

陈树清

文化名人文化名人
永川历史永川历史

（（之三十四之三十四））

爱心教师·园丁风采

三、竞价报名：凡有意参加竞价者，须于2017年 9 月

20 日09:00—10:00之间（北京时间）将报名资料（复印件）

装订后递交到永川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四、保证金交纳、退付时间及方式：凡有意参加竞价者，须

于2017年 9 月20日09:00—10:00之间（北京时间）永川区

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刷银行卡（银联卡）交纳保证金（人

民币），未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视为自动放弃竞价。竞得人

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未竞得人保证金当日退还。

五、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承租方，不变更挂牌条

件，原公告在两个月内持续有效，期间有意向承租者可以按

程序直接获得租赁权。

六、竞价方式、时间及地点：

1、方式：电子竞价

2、时间：2017年 9 月 20日10:00

3、地点：永川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电子竞价室

七、联系人及受理投诉电话

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女士 电话：023—85372446

重庆市永川区公共资源招投标交易中心

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023—49811960

八、招租文件获取方式：永川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yczyjy.cn）产权交易下载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资产名称

高铁站前商业1-1
高铁站前商业1-2
高铁站前商业1-3
高铁站前商业1-4
高铁站前商业1-5
高铁站前商业1-6
高铁站前商业1-7
高铁站前商业1-8
高铁站前商业1-9
高铁站前商业1-10
高铁站前商业1-11
高铁站前商业1-12
高铁站前商业1-13
高铁站前商业1-14
高铁站前商业1-15
高铁站前商业2-1
高铁站前商业2-2

面积约㎡
425.78
518
77
70
77
55
66
74
74
74
72
76
74
75

1745
480
146

使用
性质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招租底价
（元/月）

14050
17100
2540
2310
2540
1820
2180
2440
2440
2440
2380
2510
2440
2480
34900
6720
2050

招租
年限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租金递增
方式

从第三年起
每年租金在
上年的基础
上递增5%

从第三年起
每年租金在
上年的基础
上递增5%

免租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保证金
（元）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30000
20000

备注

招租业态为金融商贸、
文化旅游、特色餐饮、地
方特产、网吧咖啡、主题
酒店等服务项目。未接
天然气管道，餐饮业态
只能使用电力低无空气
污染的类别。面积以最
终测绘面积为准，现状
招租，清水，通水电，总

分表。

面积以最终测绘面积为
准，现状招租，清水，通
水电，总分表，未接天然

气管道

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房产公开招租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对高铁站前商业（瓦子铺客运站旁）17宗资产公开招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公开招租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独立法人及社会其他组织（法律规定者除外）。

一、项目概况

高铁站前商业（瓦子铺客运站旁）17宗资产公开招租，各竞租人可以对单个和多个房产进行竞租。成交后，按合同规定

不得从事噪声大、对环境有污染的行业，不得从事占道经营的行业。

二、招租内容

停 电 公 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10kV永银线银坡支线#1环网柜后段将于2017年9

月17日06:00-21:00进行设备新建、预试定检。检修工作

将涉及对下列配电变压器进行停电，具体停电变压器明细如

下：

重庆永祥房地产、重庆逾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平

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天马文化武术学校、望城敬老院、

重庆远铭实业有限公司、望城坡村一社、中国联通通信公司重

庆分公司。

因计划检修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您

对电力事业的支持！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

2017年8月31日

喻文刚批改作业。 蒋禄中认真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