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后在乡村
当代课教师的韩天昌、于金玲夫妇，
1987年9月双双考入四平梨树师范学
校。1989年7月毕业，又一同被分配到
镇赉县建平乡建平中学，一个教历史一
个教英语，学生送走一期又一期，老师
调走一个又一个，可他们却矢志不渝，
初心不改，一干就是30年。

从教30多年来，他们一心扑在教学
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对学生爱心
倾注，深得乡亲们尊重。乡村娃在他们
的悉心培育下，从这里走向更高学府、
走上社会。其学生有的考入东北师范大

学等名校，有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赴国外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他们可谓桃李
满天下。

为了肯定坚守在乡村教学一线30
年的教师，表彰对我国乡村教育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的乡村教师，2016 年 9
月，教育部、人社部联合颁发荣誉证
书，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两部委联合做
出表彰乡村教师的决定。2019年6月
17日上午，记者用相机记录了韩天昌
老师和于金玲老师在校园中手捧荣誉证
书的时刻。

(本报记者 王野村 文/摄)

扎根乡村30载 无怨无悔从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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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视频让人看着挺揪心。只
见一名小学生，在32层高楼的天台护栏
上攀爬玩耍，跳来跳去。一点防护措施没
有，多危险啊！根据物业调取的监控显示，
当天竟有7名学生在天台嬉闹。居民看见
好心劝阻，孩子竟然反驳：“不关你事！”

可不是瞎担心。前阵子，就有一名
网友为拍视频，无任何保护，扒着高楼
楼边做引体向上，结果掉下去了，一条
命就这么没了，让人心痛！

物业挺给力，立马做出行动，联系
了孩子的家长和就读的学校，并表示，
会加强天台巡查。挺好挺好，确实应该
重视，不能等到悲剧真发生了再弥补，
那时候就晚了。这次虽然有惊无险，但
对“惊”的隐患，也得排除掉。

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下下功夫，加
强管理：

加强安全教育。据说，高楼边缘蹦
跳，是孩子在模仿一款游戏。被刺激性

吸引，忽略了安全性。孩子还小，不知道
轻重，老师和家长都可以好好教一教。
而且，还得有针对性。沿湖沿河的地区，
夏天来临，要做好防游泳溺水教育；山
区，要教孩子们爬山如何防坠落。户外
活动常遇见的风险有哪几种，分别如何
防护，最好请专门人士给讲讲。

做好管理衔接。上述视频的这些
孩子，其实处在管理真空地带。离开了
学校，又没回家，有监护责任的大人都
不知道孩子在干啥。孩子小，自控力
弱，知道有风险也有侥幸心理，偏喜欢
冒冒险。不能让他们处于“两不管”
中。孩子离开学校，家长要知道行踪，
做好这个衔接。

另外，还要做好适当疏导。有的孩
子，天性好动，不要紧，可以引导。利用
周末，给他提供一个正规场所，在有防
护的条件下，肆意蹦跳去。在有安全保
障的前提下锻炼勇气，才行。

总之，孩子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该教得教，该管得管，该疏导得疏导，多
管齐下，给孩子一个又安全又可以尽情
撒欢的童年。

今年55岁的邢瑞芳，是大安市锦华街祥安社区的居民，
大安市民间剪纸艺术家。2018年3月，她加入白城市工艺
美术协会；同年4月，任大安市工艺美术家协会副会长。5
月，被白城市政府命名为“白城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瑞芳手工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邢瑞芳出生于一个酷爱剪纸艺术的家庭，母亲的剪纸技
艺造诣颇深。她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开始剪纸，并逐渐喜爱
上了剪纸。她七八岁的时候，正式跟母亲学习剪纸。母亲剪
小鸡、小鸭、小白兔……她也用一双灵巧的小手，学着剪小
鸡、小鸭、小白兔……在母亲的传授下，她与剪纸结下了不解
之缘，剪纸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今，她的剪纸
艺术品，以独特的风格及浓郁的乡土气息受到好评。

2000年，邢瑞芳下岗后，全身心投入到了剪纸艺术中，
潜心研究技艺，并拜著名剪纸艺术家赵晶为师，刻苦钻研，一
丝不苟地学习剪纸艺术。邢瑞芳说：“近10年来，我剪了十
二套十一个系列的作品600余幅。每一套每一个系列都出
两套作品，一套是红颜色，一套是黑颜色，还另加一套红色反
方向的作品。这些作品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但非常值得。
父母把这种民间技艺传承给我，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创
作出了大量的作品。将来我也要像父母一样继续传承下去，
并把剪纸艺术发扬光大。”

近年来，邢瑞芳剪出了上万张的人物、动物、花鸟、静物，
成百的有《水浒一百单八将》《百虎图》《百猫图》《百鼠图》《百
蝶图》《百幅主席肖像》《嫩江湾国家级湿地公园景点》《十二
金钗》等。她认为，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
作为一种镂空艺术，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
窗花、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庆典，人们便
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

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给人视觉上的艺术享受。
邢瑞芳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纸，表达着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从技法上讲，它把劳动群众的聪明才智，通过长期的艺
术实践和生活实践，最终将这一艺术形式锤炼得日趋完善，
形成了以剪刻、镂空为主的多种技法，使剪纸的表现力有了
无限的深度和广度。

邢瑞芳的剪纸，以现实生活中的见闻事物作题材，对物
象细致观察，并产生创作灵感，全凭纯朴的感情与直觉的印
象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细可如春蚕吐丝，粗可如大笔挥抹，
形成浑厚、单纯、简洁、明快的独特剪纸艺术风格，反映了农
民朴实无华、靠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向上精神。其剪
出的不同样式可粘贴摆衬，亦可悬空吊挂，因此深受群众的
喜爱及赞美。

邢瑞芳每一幅优秀的剪纸艺术作品，都以内容丰富、强
调装饰味、构图平视、画面均衡、美观大方、线条粗细相宜、色
彩鲜明、柔和协调、工艺精细等受人称道，是形成独特剪纸艺
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今年5月，邢瑞芳以辽皇“春捺钵”为主
题，完成了一套辽代皇帝来渔儿泺（今大安市月亮泡）举行

“春捺钵”“头鹅宴”的剪纸艺术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大安浓厚
的历史文化，为大安市打造“春捺钵”历史文化名城，营造了
良好的文化氛围。

邢瑞芳的剪纸艺术风格“粗犷豪放，简洁生动，讲究神
似，求简舍繁”,还原了生活原色，突出了剪纸艺术的特点，是
一种以剪纸艺术表达生活、展现历史、述说自然文化的独特
艺术创作。她尊重生活、尊重自然，使生活和自然得到生动
表述，让剪纸艺术达到了一个独特的境地。

邢瑞芳从未间断过剪纸艺术创作，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剪
纸艺术品位和水平，在创作的同时，还走出家门传授剪纸技
艺。2018年10月10日，邢瑞芳应通榆县残联的邀请，给50
多名剪纸爱好者讲课，传授剪纸技艺，受到了通榆县剪纸爱
好者的一致好评。

谈到今后的剪纸技艺如何传承下去，邢瑞芳说：“我作为
剪纸艺术传承人，今后关键在于培养后人，希望更多的年轻
人了解、热爱、学习剪纸这项传统技艺。我继续教学员，毫无
保留地把剪纸技艺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的剪纸创作骨干，使
大安剪纸这个民间技艺薪火相传，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6月25日, 白城医高专临
床医学专业 2018 级 3 班师生在学校

桃李园白求恩雕像前，聆听了校领导《弘
扬白求恩精神 争当优秀医生》的专题讲座，让师

生们进一步体会了白求恩对信仰的追求和对职业操守的
坚守，鼓舞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职业精神。

陈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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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窦瀚洋

周末杂谈周末杂谈

法制专递法制专递

一个没有驾驶资格的人，喝完酒后竟
骑着一辆报废摩托车在繁华街路上横冲直
撞。危急时刻，公安交警迅速出击，避免了
一起潜在的交通事故。这是近日发生在大
安市安广镇长白路与玉泉街交汇处的惊险
一幕。

按照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关于“除隐患、
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的总
体要求，大安市交警大队及时调整工作思
路，科学调配警力下沉，强化路面见警率，
加大纠违和执法力度。6月26日一大早，
包保安广交警中队的大安市交警大队机关
综合中队中队长刘德才、秩序中队中队长
张洪旭驱车来到45公里以外的安广镇，与
安广交警中队一同开展交通安全整治活
动。上午9点30分左右，正当他们在安广
镇内的长白路与玉泉街交汇处的卡点进行
执勤时，一辆摩托车由西向东“踉踉跄跄”
地出现在民警的视线中。该路段是安广镇
商业区，南来北往的人流和车辆十分密集，
也是交通事故多发区。出于职业敏感，安
广交警中队中队长孙瑞祥和民警王清迅速

迎面向这个没有带头盔的驾驶人跑去。驾
驶人发现交警后试图掉转车头准备逃跑。
说时迟、那时快，两位交警三步并两步跑到
驾驶人面前，及时将其控制。此时，这位
40多岁的男子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一身
酒气。孙瑞祥立即对其进行了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该驾驶人血液酒精浓度每百毫
升酒精含量为48毫克，属于酒后驾驶，于
是将其带到安广交警中队进一步审理。

经审理得知，该男子姓丁，是安广镇某
村村民。因为家中来了远方亲属，早上与
亲属饮了白酒，在送亲属乘车途中被交警
逮个正着。令刘德才、张洪旭、孙瑞祥十分
惊愕的是，丁某根本没有取得过机动车驾
驶证，属于无证驾驶。丁某所驾驶的摩托
车早已达到报废标准，是非法上路。酒后
驾驶、无证驾驶、骑报废摩托车上路，任
何一项都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何况三
项违法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出现，造成交通
事故的机率极高，令在场所有人不寒而
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有关规定，执法民警对丁某采取了
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了机动车。丁某无证
驾驶机动车处罚500元；酒后驾驶机动车
处罚2000元，驾驶报废车辆处罚2000元，
合并处罚4500元。醒酒后的丁某，对自己
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后悔不已。

酒后闹市驾车 漠视交规

交警迅速出击 消除隐患
□张继奎 杨士东

邢瑞芳在剪
纸创作中。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戒毒人员体质状
况，提高戒毒人员健身运动指导水平，有
针对性地开展体能康复训练工作，近日，
白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主动作为，积极与
白城市全民健身中心建立联系，全方位深
入开展合作。

建立长期合作。市全民健身中心在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设立监测点，安装相关体
能测试器材20余台；选派3名专业人员
到所开展业务指导，指导民警职工掌握设

备操作方法及进行运动数据分析。
开展体质监测。体测内容包括身高、

体重、血压、心肺活量、握力、平衡力、
反应、人体成分等11个项目，通过项目
的监测数据综合评定戒毒人员体能状况。

开具运动处方。根据戒毒人员个人体
质评定报告，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指导
戒毒人员开展有针对性康复训练活动，帮
助戒毒人员科学锻炼，增强体质。

（姜润 本报记者 汪伦）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市全民健身中心

提升戒毒人员康复训练专业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