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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男，1982年1月出生，北
京公交集团客647路公交车司机。

5月8日9时许，刘云发现一个
四五岁的男孩整个身子悬吊在空
中， 双手紧紧抓住三楼防盗窗护
栏。 当兵出身的他迅即冲过去爬
上二楼，踩在防盗护栏上，一只手
护住孩子已经发凉的身体， 肩膀
则顶住孩子双脚， 这一托就是半
个小时。此后又冲出一男士，二人
合力托举，才让男孩终获平安。

北京榜样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徐立斌 韩淑香屠鹏飞于安安

（2017年7月第2周）

造福百姓的“肉苁蓉之父” 公益青春志愿无悔
于安安， 女， 1985年6月出生，

北京市丰台区康助护养院院长。
因做志愿者与临终关怀结下不

解之缘的于安安， 于2013年辞职创
办了护养院， 帮助近百位临终患者
有质量、 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
程。 2015年底她又创办了康助老年
健康基金会， 支持丰台区两千多名
困境老人进行癌症筛查、 治疗等项
目， 并开展了向2016北京榜样范涛
学习 “生前预嘱” 的普及活动。

屠鹏飞， 男， 1963年4月出生，
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主任。

自1990年起， 屠鹏飞深入沙漠
地区调研20多次， 他吃住在沙漠，
首次发现肉苁蓉具有抗老年痴呆作
用， 将其研制成新药， 收入 《中国
药典》。 2012年， 他获得政府项目支
持免费发放肉苁蓉种子， 每年都会
亲临新疆指导培训精准扶贫； 对内
蒙古、 新疆的生态、 经济发展贡献
巨大， 被业界誉为 “肉苁蓉之父”。

徐立斌， 男， 1984年10月出
生 ， 北京市珍爱孤独症儿童康
复中心社会服务部主任 、 青檬
志愿者联盟创办人。

2012年由志愿者变身全职社
会工作者的徐立斌，带领志愿者
长期开展关爱盲人和自闭症、脑
瘫儿童等残疾人活动。 如今，他
的公益组织注册志愿者人数已
超过5000人，与40余家机构对接，
累计志愿服务6000余小时。

韩淑香， 女， 1971年10月出
生， 大兴区青云店镇六村居民。

1994年， 韩淑香刚结婚三个
月，公公就因小脑萎缩住院治疗，
此后始终没能康复。 在公公常年
卧床、孩子幼小、婆婆又患病的窘
境里， 她放弃工作开始全职照顾
家庭。她为公公每日三餐喂饭、喂
水，翻身按摩换洗衣服，23年始终
如一。 对此韩淑香从无怨言：“我
不希望在心里留下遗憾。 ”

刘云
高空托举男童半小时

“理想的学校是让孩子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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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记史家小学通州分校校长、党支部书记李文凤

李文凤今年55岁， 现任北京
市史家小学通州分校校长兼党支
部书记。 她是北京通州成长起来
的校长， 曾经是通州区学校中最
年轻的教师 、 最 年 轻 的 副 主
任 、 最年轻的校长。 如今， 临
近退休年龄的她成为了通州区最
年长的校长。 在36年的从教生涯
中， 她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
学相结合， 树立 “欣赏教育” 办
学理念， 赢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
的广泛赞誉。

在史家小学通州分校的教学
楼一层， 有一棵装饰性的大树。
树上挂满纸片， 上面写着 “我心
中理想的学校是怎样的”。 有一
个孩子写理想学校是快乐学习的
地方， 有一个家长写理想的学校
是塑造人格的地方……这是李文
凤的一个创意。 在招聘新晋教师
时， 她向老师征求理想学校的标
准； 在招生时， 她向孩子和家长
们征集理想学校的样子。

她说一直希望把史家小学通
州分校建设成一所 “理想的学
校”， “我认为理想的学校是引
导人的地方， 理想的学校不是我
校长认为好， 而是孩子、 家长、
教师都认为理想。 我们之间要达
成共识， 争取把学校建设成大家
都满意的样子。”

培养有责任心的孩子

一个小学校长干得怎么样？
首先看的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是什
么样子的。 记者到史家小学通州
分校采访时碰上她的 “孩子们”。
“请问， 一楼的电梯在哪里？” 两
个戴红领巾的学生非常热情， 一
边指着电梯的位置， 一边将记者
带到电梯间。

见到李文凤校长， 记者提起
这一幕， 李校长说： “这在我们
学校是一种制度， 叫首缘服务制
度 。 就是其他人有事 ， 先问到

你， 是和你有缘， 你就要做好服
务 。 是你的事情 ， 就要负责到
底， 不是你负责的事情， 要交到
负责人手中。 这是培养孩子的责
任感。”

除此之外， 在史家小学通州
分校还实行 “小班长” 制度， 小
朋友们可以轮流竞聘做 “小班
长”， 每个人都有机会为班里服
务 ， 培 养 孩 子 们 服 务 意 识 和
责任感。

学校里每年的运动会都是全
员参加。 不仅有体育特长的学生
参与， 那些在体育方面表现平平
的学生也会参与其中。 孩子可以
做评委， 也可以负责拉拉队喊加
油。 还有的学生是组织者， 负责
安排座位。 “有时家长看到自己
的孩子， 冲过去想拍照， 老师说
话都不管用 ， 这些小执勤特管
用， 孩子们一说， 他们准回到座
位上。” 李校长说， 这样做， 每
个孩子都是运动会的参与者， 都
是小小的主人翁。

让孩子们感到快乐的学校

在史家小学通州分校， 很多
事情孩子们都可以参与做主， 其
中一项就是孩子们自己决定 “六
一” 怎么过。

这里的孩子最喜欢的节日就
是 “六一”。 在其他小学还在组
织孩子们才艺表演、 组织出游之
时， 史家小学通州分校的孩子们
已经开始在校园自己搞大型游艺
活动了。

从 2014年开始 ， “六一义
卖” 逐渐取代游艺活动， 成为了
孩子们最喜欢的项目 。 “刚开
始， 学生们还很腼腆保守， 只拿
出家里的玩具和看过的书籍进行
买卖。 现在越办越好， 孩子们越
来越有创意了。” 该校主管德育
的张校长介绍。

2017年 “六一 ”， 义卖活动
达到 “燃点”。 孩子们的创意把
老师们都震惊了： 有的小朋友带

着绘画工具， 现场作画出售， 还
有 “惠师价 ” ———老师购买打8
折， 没想到作品卖出40元的 “高
价”， 还供不应求； 有的小朋友
带着软陶材料和其他工具， 现场
给手机制作挂件 ， 或给手机贴
膜、 做手机壳， 产品有模有样；
有的小朋友提前一天就看好不
晒、 客流量大的摆摊好位置， 卖
完自己的货， 还转手卖掉自己的
“摊位”， 小赚了一笔 “辛苦钱”
……义卖现场的促销手段也花样
翻新， 不仅有海报， 还有优惠券
发放。 有些没有带东西来卖的小
朋友， 则被 “摊主” 雇来发放广
告和优惠券， 也参与分红。

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义卖活
动， 让孩子们模拟了社会生活，
发挥了充分的想象， 培养了社交
能力。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快乐
中成长。 李文凤的书桌上也摆着
从义卖会上淘来的小玩意， “这
是我们学生自己做的软陶摆件，
这手工不错吧。”

这是李文凤的一个理念，让
学校成为孩子们的理想院校，让
孩子们在学校感到快乐。比如，在
学校里，老师派发了很多优点卡。
孩子们发现老师、 同学甚至家长
有优点，都会写在卡片上，让孩子
们在互相欣赏和快乐中成长。 比
如，教室的墙壁上都挂着“快乐成
长袋”，每个袋子里都放着孩子们
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 让孩子们
感受“获得”的快乐。在这里，老师
批改作业都不用 “Ⅹ”， 而是画
“\”,等孩子学会改对了 ，就打上
“勾”， 让孩子们感受到纠正错误
的获得感。

让孩子们学会分享的学校

在史家小学通州分校的校园
里， 李文凤特意安排种植了各种
北方的果树———有苹果 、 葡萄 、
杏、 李子、 柿子、 山楂等。 这些

树在开花、 结果的时候， 老师会
带着孩子们观察植物的成长。 等
果实累累， 学校就会发起 “香甜
的果实送给谁” 活动， 让孩子们
来分配这些果实。 孩子们会想到
学校里辛勤的老师， 在学习上有
进步的同学， 总是在学校门口执
勤的警察， 每天负责开关门的看
门大爷， 甚至在学校不远处敬老
院里的爷爷奶奶……孩子们都会
亲自采摘果实包扎好送过去。

“这些果实平时就在树上，
没有一个淘气包去偷偷摘。 花开
的时候， 也没有人摘花。 我们的
孩子很可爱， 素质也很高。” 主
管德育的张校长介绍。

李文凤认为， 种植果树、 克
制自己不偷摘花朵和果实， 和最
后能分享果实， 都是培养和引导
孩子的好办法。 “批评固然是教
育孩子， 但是熏陶、 引领， 才是
智慧的教育。”

据介绍， 史家小学通州分校
2009年开始招生， 至今学校先后
被评为北京市课程建设先进单
位、 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先进单
位， 组织学生参加市区艺术、 科
技、 环保等教育活动， 获得集体
奖项300项 ， 有学生3000余人次
获奖。

在采访的最后， 记者问到史
家小学通州分校是什么样的学校
时， 李文凤说：“我刚到这个学校
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
想借用朱永新教授对理想学校的
描述： 史家小学通州分校应是一
所有品位的学校； 应该有一位富
有人格魅力的校长； 有一支精于
研究、敢于创新、充满活力的教师
队伍；应该有一批善于探索、具有
良好习惯的学生；有一个面向所
有学生的校本课程体系； 有一
个永远对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和计
算机房。我想从一年级开始，看着
一朵朵等待开放的花儿， 静静地
倾听他们开放的声音。 ”

为人生最后一程护航 照顾瘫痪老公公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