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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学生引路人
关注第33个教师节

课堂上，她是学识丰富、亲和
风趣的秦老师；生活里，她是学生
的暖心“秦妈”。重庆外国语学校
俄语教师秦春玲从教20年来，她
培养的学生多人考取北京大学、
莫斯科国立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
校，曾经一个班里有一半学生保
送名牌大学，被称为“最牛班级”。

快乐教学
学生因她爱上俄语

秦春玲中学就读于重庆外国
语学校，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俄
语专业毕业后，秦春玲怀着对母校
的眷念，对俄语教育事业的热爱，
毅然放弃保研，回到母校执教。

俄语这门学科，很多学生往
往是先喜欢上秦老师，再喜欢上
她的俄语课，从而才喜欢上俄语
这门学科的。

在多年的教学中，秦春玲一
直主张和践行“快乐教学”。为了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听读、背诵、
唱歌、配音、表演、辩论、竞赛等，
都是她常用的俄语教学方法。同
时，她也经常给学生补充课外知
识，普希金的诗歌、柴可夫斯基的
音乐、列宾的画作、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等都成为了激发学
生努力学习俄语的动力。

考虑到中学生的年龄特点，
秦春玲还曾经创造性地在高一年
级开设过《俄罗斯美食品鉴》选修
课，让学生通过对俄罗斯美食文
化的了解和制作俄罗斯经典菜
品，增加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从
而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不仅俄
语学生学习俄语的劲头更足了，
还有不少英语生慕名而来，也开
始对俄语和俄罗斯感兴趣。

“对俄语以前从未接触过，一
开始也是觉得好奇所以选择了学
习。”初三17班的胡航于坦言，自
己是在秦老师的影响下，喜欢上
普希金的诗歌，爱上了俄语。

亦师亦友
她是学生暖心“秦妈”

在日常班主任工作中，秦春

玲不仅做全体学生的导师，更做
他们的朋友。

高2005级 3班是秦春玲当班
主任带的第一个班级，当时毫无
班主任经验的她从学校受命之后
就投入到工作中。她“恶补”班主
任和班级管理知识，虚心向经验
丰富的“老”班主任们请教，经过
三年的不懈努力，将这个普通平
行班带成了一个高考上线率达到
100%优秀班级，超过60%的学生
保送和考入了北大、复旦等国内
211重点院校。

这个“新”班主任有什么秘
诀？“我特别注重与学生沟通，要
让他们知道老师爱他们。”秦春玲
经常与学生谈心，关心他们的学
习和生活，为他们答疑解惑，甚至
邀请学生们到自己家中品尝自己
所做的美食，学生们都亲切地称
她为“秦妈”。

为了跟上学生的步伐，她时
常关注网上的各种信息，学习网
络术语，了解学生迷恋的游戏和
小鲜肉明星，在跟他们聊天时，也
会评价“斗破苍穹”漫画、“王者荣
耀”游戏，做学生的好朋友。

她所教的高 2009 级 7 班学
生，全班63个学生中就有32名学
生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高校，这个班级也被同学们称

为“最牛班级”。

感恩社会
师生资助春蕾女童

秦春玲认为，一个真正优秀
的班级、一个真正优秀的学生，光
是成绩突出、能力出众还不够，身
为老师，还需要教会学生懂得感
恩与责任。

从第二次当班主任开始，她
带领班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
动，做义工，帮助孤寡老人、贫困
和留守儿童，甚至是流浪小动物，
他们还多次为汶川地震灾区、为
偏远山区、为民工子女、为白血病
儿童等捐款、捐物。

2005 年，她与学生一起资助
了一名春蕾女童，除了物质上的
帮助，还经常给她写信，了解她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她努力学
习，用知识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
运。学生们通过与这名春蕾女童
的接触，感受到了别人的不幸，意
识到了自己的幸运，他们更加珍
惜自己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后来学生毕业后，秦春玲便独
自继续帮助这名春蕾女童，如今这
名春蕾女童也已经成长为一名学
业优秀全面发展的高中学生，她经
常打电话和发短信与秦春玲分享
自己成长的困惑和喜悦。

“故事大王”、“砖叔”、“武艺
人”，这些看似与“老师”一词无关
的“绰号”，却都是师生们对西南
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鹏
的爱称。严谨求实、幽默风趣、充
满激情……集这些品质于一身的
孙鹏深受学子的喜爱，更荣获首
届“西政名师”称号。

追热播剧
将课堂还原于生活

“教学必须要全情投入，需要
有才气、霸气、豪气。”课堂上的孙
鹏很自信，那种舍我其谁的架势
让他气场十足，“课堂上固然要传
授知识，但更要传递信心。学生
感受到教师的信心，才会相信并
愿意接受、蓄积其传授的知识。”

他制作的ppt或讲义很简单，
却能极有条理地将案例、法理、情
理等信手拈来、滔滔不绝。除了
做到对所讲的知识烂熟于心，还
必须绝对准确。为此，孙鹏不仅
会在编写法学教材时将最新的法
学研究、司法实践、社会动态纳
入，更会在日常教学中，让学生接
触最前沿的知识与信息。

“学生要掌握的是立体性的
东西，它不应仅是知识上的一个

点或面，而应还原于生活。”虽已
人到中年，但孙鹏的心依然年轻，
他会追《我的前半生》等热播剧，
也会读《读者》《知音》等大众刊
物，并将其融入教学，形成了“狼
牙棒流星锤”、“泰山上的杜鹃花”
等经典案例。正是对知识储备上

“熟、准、新”的才气，才使孙鹏在
授课过程中行云流水。

上课卖座
教书收获“粉丝”无数

课堂形象生动，孙鹏教授被
学生评选为“我最喜爱的老师”、

“重庆市最受欢迎十大教授”、“全
国最受欢迎百佳教授”。

孙鹏讲课爱举例，案例中的
当事人常以甲乙丙丁指代，例如
某甲把某乙锤了，某乙于是邀约
某丙要锤回来，在锤的过程中误
伤了某丙……让学生在轻松和愉
悦中理解法学知识。

“一部民法从老师口中讲出
来，条理清楚，举例生动，让大家
听得如痴如醉，还能随着他的故
事跌宕起伏时而叹息时而哄笑，
堪称故事会大王！”经济法学院
2013级本科生吴晓珊说，老师总
能抓住学生关注的热点，通过案
例等让大家在欢乐中充分理解相
关知识。

已在沙坪坝区法院工作十余
年的校友俞生良回忆起在老校区
的时光仍旧满怀慨叹：“在他的课
上，占座者有之，因占座而吵架动
手者亦有之，教室内过道上放满
各种凳子，连讲台前后都是站着
的人。”

孙鹏的魅力还延伸到校外，
在对司法、金融等行业人员的法
律培训中、在各地司法资格考试
的考前辅导中，很多学员听完他
的课，都留下这样的评价：讲课内
容记录下来就是一本书。

言传身教
连错别字也不放过

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对研究
生的指导却毫不松懈，细致入
微。在批改学生们的文章时，他
不仅注重文章的核心观点与论证
合理与否，还强调文章的条理、结
构和语句的通顺，甚至连错别字
也不放过。

对此，研究生唐蒙深有感触：
“我的论文原稿上全是密密麻麻
的批注，我们存有侥幸心理的地
方都被他揪出来，足可见他做事
有多严谨认真。”

在教学实践中，孙鹏总是极力
培育所指导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
造性思维。采用“作坊式”教学手
段，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吸收学生
参与课题申报与课题研究、指导学
生撰写法律意见书等形式，既使学
生可得到有效真实的实务锻炼，又
可通过“手把手”的言传身教，传递
思维方法与实务技巧，着力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文书写作能力
和案件处理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学
生们的综合素质。

他指导的研究生先后在《现代
法学》、《法商研究》、《法学家》、《比
较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80
余篇。指导的10余名博士研究生
在毕业后加盟国内知名高校的法
学院，逐步成长为所在学院的青年
骨干教师；指导的 150 名余名博
士、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遍布北京、
上海等地，服务于政府机关、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
及企事业单位，逐步成长为单位的
业务骨干及中流砥柱。

到2020年，低空游览、山
地滑雪、邮轮休闲等一大波花
式游玩项目将来到重庆市民身
边。昨日，记者从重庆市政府
网获悉，《重庆市贯彻落实国务
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重
点任务分工》（以下简称《规
划》）正式出炉，将全面提升重
庆市旅游吸引能力和服务能
力，打造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竞
争力的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打造120个
4A级以上旅游景区

《规划》称，到2020年，重庆旅
游总收入将达到5000亿元，年均增
长15%；旅游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8%。旅游总人数达
到5.3亿人次。旅游直接就业人数
达到100万人。

同时，为提升旅游吸引能力，到
2020年，我市将力争国家4A级以
上旅游景区数量达到120个，市级
以上旅游度假区数量达到30个，以
及建成营运温泉旅游景区60个，精
品特色旅游线路数量达到120条。

在提升旅游服务能力方面，首

先星级标准饭店总量达到350家，
其中五星级标准饭店数量达到 75
家。而国际航线数量将达到 100
条，航空旅客吞吐量超过5000万人
次。此外，到“十三五”期末，国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将实现免费
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
订、信息推送等全覆盖，基本实现
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均有一条
高等级公路连接。

发展低空旅游
“鸟瞰新重庆”更方便

为扩大旅游新供给，《规划》指
出不仅要发展山地冰雪旅游，还要

加快培育低空旅游。
作为重庆主城唯一的低空旅游

项目——巴南区圣灯山低空旅游，
自2016年正式亮相后，受到市民广
泛追捧和期待。而此次《规划》提
到将会选择一批符合条件的景区、
城镇开展航空体验、航空运动等多
种形式的低空旅游。开发连接旅游
景区、运动基地、特色小镇的低空
旅游线路。重庆还将出台低空旅游
管理办法，强化安全监管，建设低
空旅游产业园。也就是说，未来低
空旅游项目将成为重庆旅游项目一
大热门和亮点，“鸟瞰新重庆”可以
更轻易做到。

在山地冰雪旅游方面，重庆将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山地冰雪旅
游项目，建成一批山地冰雪旅游基
地，推进高海拔山区避暑旅游和冰
雪旅游发展。

“旅游失信”纳入
社会信用体系范围

在“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建设
旅游产业大数据平台。其中，将构
建全市旅游产业运行监测平台，建
立旅游与公安、交通、统计等部门
数据共享机制，形成旅游产业大数
据平台。同时，还将实施“互联网+
旅游”创新创业行动计划，创建一
批国家级、市级智慧旅游景区、智

慧旅游企业、智慧旅游乡村。
在旅游监管方面，通知要求

要建立重点地区旅游市场监管机
制，完善旅游纠纷调解机制。为
建立健全旅游从业者、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信用体系，《规划》还指
出将会把旅游失信行为纳入社会
信用体系记录范围，及时发布旅
游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在此基础
上推进旅游失信行为记录和不文
明行为记录与全市信用信息平台
共享，开展联合惩戒，依法运用媒
体曝光旅游失信行为和不文明旅
游行为。以此来促进发挥旅游行
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引导旅游经
营者诚信经营。

重庆商报讯 9月9日，在南川
区美丽的黎香湖畔，第八届金佛山
旅游文化节暨首届“南川味道”美食
擂台赛之养生药膳系列厨艺大赛成
功举行，有精彩的厨艺比拼，还有丰
富的宴席展示，百合莲子粥、药羊鲫
鱼汤、菊花鱼、秘制菌王汤等美味佳
肴，不仅好吃，还具有养生功效，让
人大开眼界。金佛山区土生土长的
薄荷、大青叶、四棱筋骨草、天麻、党
参、沙参、黄精等药草尽皆入菜，配
以南川农家散养奔放的土鸡、野生
鲫鱼、自由烂漫的高山羊，经南川厨
师妙手烹调，做成缤纷的药膳美味。

中药健康旅游成南川亮点

前日，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公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南川区成为

重庆唯一入选的全国首批 15个创
建单位之一。此次举行的养生药膳
系列厨艺大赛，无疑是南川区中医
药健康旅游理念的一次精彩呈现。

据南川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
金佛山素有“生物基因库”、“植物
麦加”之称，查明生物物种8085种，
其中药用植物达4180种，药用动物
491 种，药用真菌 253 种，素有“北
药长白山、南药金佛山”美誉，金佛
山八大特效药材“常山、地苦胆、毛
黄堇、胡豆莲、回心草、金山岩白
菜、四棱筋骨草、朱砂连”久负盛
名。南川人很早就深谙“药食同源”
的养生之道，擅长烹制美味且有益
健康的药膳，能品尝南川药膳的酒
店、餐馆、农家乐达数百家。

南川中药材栽培历史悠久，是
中国玄参药材产业之乡，“南川玄
参”、“南川天麻”获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始建于1937年的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是国内唯一成建

制的药物种植研究机构，建有我国
最早的药用植物园；温泉疗养在南
川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三泉镇因温
泉得名，因中医药生彩。

近年来，南川加大中医药健康
旅游资金投入，着力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了以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为
代表的研学基地，逐步形成“南、
北、中”三大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
南部金佛山环线路突出中医药养生
度假和科普旅游；北部大观园环线
侧重乡村康养、药食同源体验和中
医药科技展示游览；以凤嘴江为纽
带中部环线依托宏仁中西医结合医
院、龙济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
医养结合的康复、养老等大健康旅
游，此外还有药泉、药浴、药膳等主
题游线。

秋天游南川美景正当时

秋天游南川，金佛山层林尽染，
一簇簇、一丛丛红彤彤的树叶映在

万木丛中，整片山林像是一幅巨形
的立体油彩画，层次分明而又艳丽
生动。还可以与家人朋友一道，深
入方竹林海，收获最新鲜的方竹笋，
做成最朴实的烧剥笋、清香的白油
笋，融入大自然，度过一段惬意的休
闲时光。

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以
“生态石林”和水杉林海为主要特
色，入秋后，银杏林和水杉林的叶子
会逐渐呈现出漫山红遍的景象。你
可以驾车兜风，感受金秋的靓丽风
采；还可以摄录下这充满诗情画意
的仙境。这里，是金秋自驾、摄影、
写生、露营的绝佳之地。

十二金钗大观园是重庆主城周
边生态条件最优、旅游要素密集、乡
村记忆浓郁的田园世界。初秋来
临，圆黄梨、无花果、猕猴桃、葡萄
……百果飘香，正是体验采摘收获
乐趣的最佳时节。还有农家绿色生
态蔬菜、跑山的鸡鸭及各种土货，装
满你的后备厢。 幸运观众大快朵颐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获悉，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市民政局和市扶贫办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渝人社
发〔2017〕209号），对满足条件的困
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资

助，保障困难群众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

哪些人可享受这个政策

“没有医保的民政医疗救助对
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属于该政
策规定范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所

有符合条件的未参保困难群众均
可参加2017年城乡居民合作医疗
保险。

市人社局提醒，其他未参保的
困难群众，如符合民政医疗救助对
象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条件，应及
时按相关程序进行审核审批，确保
能够及时参加2017年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保险。

困难群众怎么参保
据悉，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员和民政医疗救助对象，直接到户
籍所在地街道乡镇社保所申请参加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当月新增或基础信息有误的困
难人员，由各区县扶贫办或民政局
审核出具有关证明，困难人员凭证

明到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社保所申
请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参保费用如何资助

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的参保费用中，个人缴费资
助政策按原渠道执行到2017年底，
财政补助部分由区县整合相关资金

统筹解决。

什么时候享受医保待遇

参加 2017 年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的困难群众，待遇享受时间
为从其参保并按规定缴费后的次日
起享受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待遇
至2017年12月31日。

还没有医保的困难群众 符合条件的快去申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砖叔”深受学子喜爱
想上他的课必须占座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秦春玲（左二） 孙鹏（左一）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好山好水好风光·秋天游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