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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学校里稚嫩的童声在
诵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文化
大院里许多村民在做健身操、唱百孝歌；街道
旁，文化墙上的传统文化故事图文并茂，吸引
着路人的目光；公园里大型LED显示屏播放着
巩义“中国好人”的故事……走在巩义市大街
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巩义市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
德讲堂”活动推进行业教育，以道德频道为载
体推进社会教育，以《弟子规》进校园推进养成
教育，巩义市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脉络”清晰
可见。

“道德讲堂”以文化人
2011 年 11 月，巩义市首期宣传思想文化

系统干部职业道德大讲堂开讲。全市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干部 100余人走进“道德讲堂”，共
唱道德歌曲，看道德短片，聆听专家讲解，交流
心得体会，感悟道德力量。

巩义市针对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
机等社会问题，结合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
育和治理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着力把“道德讲堂”打造成为公民思
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平台，先后在全市建起各类

“道德讲堂”60余个，先后举办道德讲堂 350多
场。

提升“官德”，基层单位党政一把手“贤内
助”走进“道德讲堂”。把官德教育、廉政教育
普及到了家庭和亲人，开启了该市用传统美德
推进党政干部廉政教育的先河。

提升商德、医德、师德、社会公德等，巩义
先后在各企业举办大型道德讲堂 10 余期，在
重点窗口单位巩义市人民医院举办医德培训
5期，在教育系统举办师德培训班 8期，在食品
和药品行业举办诚信经营专题培训 1期，针对
网吧管理人员举办集中培训 2期，举办市民群
众参加的幸福人生公益讲坛 6期……

走进“道德讲堂”，传递的是正能量，感受
的是道德的力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参
与者。

西村镇罗口村 79 岁的老中医、“中国好

人”王三乐创办村民“道德讲堂”，培养本村土
讲师，免费为群众上道德课和养生课，先后举
办村民“道德讲堂”200 余场，让村民既养了身
又养了心。

河洛大鼓第四代传承人尚继业和他的弟
子们古书新唱，把发扬光大传统艺术曲种与公
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开展传统文化进村组巡
演活动。《劝人要有好心态》荣获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曲艺门类作品大赛群星奖，《弘扬核心价
值观》、《同心实现中国梦》深受群众欢迎。

《中华家道》搬上荧屏
每天中午，市民焦振江一家都会坐在电视

前，收看《中华家道》频道。他自编自印《说
和》、《学传统文化点滴》等书，免费发放，并经
常到广场、公园、公交车上为大家宣讲国学，劝
人崇德向善。

2012年 1月，巩义市为进一步扩大道德建
设阵地，普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教育，在市电
视台开办纯公益性的道德建设专业频道《中华
家道》，共设置《家道》、《中华德育故事》、《礼行
天下》等 19 个栏目，每天 16 个小时，全时段播
出传统美德教育节目，把“道德讲堂”扎根在
每个家庭。

开办两年多来，电视台报道了 90 多个典
型，有 80%以上都是群众来电、来信提供的线
索。频道总监吴继丛说：“我们没有想到身边
竟有这么多令人敬重、给人震撼的典型。大家
每次都是一边采访，一边被感动着。”

为进一步推动道德建设，市属各媒体纷纷
开办道德栏目，形成了宣传合力。巩义市电台
着力打造“空中道德讲堂”、《巩义时讯》设立

《读点国学》栏目，巩义手机报开辟了《群书治
要》专栏，为广大市民群众弘扬传统文化搭建
了良好平台。

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校园内有一片石榴林，每到成熟季节，火

红的石榴压弯了枝头，而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
生们没有一个人去采摘。这一现象发生在巩
义市第五小学。校长李惠莹告诉记者：“这得
益于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市五小，每天清晨上课前 10分钟，校园
里会准时传出学生们诵读传统文化经典的琅
琅书声，而每天放学途中，学生们列队背诵经
典的稚嫩童音吸引着路旁街边的人们。校长
李惠莹介绍，活动开展以来，孩子们享受“与经
典做伴，与圣贤为友”的乐趣，也给他们的学习
和成长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巩义二小秉承“大成于细”的理念，注重细
节的熏染，让传统文化主题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扎根。学校文化长廊主题墙上经典名句图文
并茂，让孩子们在一种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学礼、知礼、讲礼。

这些学校的实践探索，只是巩义市传统文
化进校园活动的一个缩影。在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巩义市创造性地把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学生素质教育等结合起
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现代学校教育改革发展
之路。

近年来，巩义市连续荣获郑州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县市；夹津口镇之朴中学乡
村学校少年宫和芝田镇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
年宫被评选为河南省级优秀学校少年宫；三年
来先后有 21 名中小学生当选“郑州市美德少
年”,1名中学生当选“河南省美德少年”。

重道孝亲蔚然成风
80 岁“活雷锋”席荣坤，义务为公交司机

烧开水 30 年，默默践行着“为人民服务到底”
的诺言；16 岁花季少女王春艳，悉心照料年迈
卧床的父亲 10多年，无怨无悔；90后女大学生
朱萌萌，精心侍奉祖辈、父辈六位老人，更毅然
带着瘫痪母亲远赴他乡刻苦求学……在 2013
年巩义市第二届孝老爱亲模范授奖仪式上，这
些草根英雄，以他们平凡的壮举，受到了巩义
人的褒奖。

从 2012 年开始，巩义市启动了孝老爱亲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以评、议、选的“海选”方
式，把群众身边熟悉的、了解的、看得见、摸得
着的道德模范推选出来，既调动了群众参与热
情，又让典型可敬可信。

竹林镇把“孝老敬亲”作为践行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内容来抓，每年都要评
选“贤孝之家”等一批孝老敬亲先进典型，近
30 年来坚持“不孝顺父母者，不能入党，不能
当干部”的用人原则，连续两年举办孝老敬亲
敬拜活动，培育孝心、爱心，形成了孝顺父母、
尊重师长，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今年 3 月，巩义市在全市农村启动“传承
中华美德、建设美丽乡村”孝心示范村创建活
动，以弘扬良好家风、孝道传统为重点，以评选

“好儿女、好媳妇、好婆婆”为抓手，促进乡风文
明和谐。

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和道德实践活动，举办
志愿者培训班 3 期，建立志愿服务大队 60 余
支、志愿者服务工作站（点）100 余个、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站 6个，设置志愿服务公益性岗位
16 个，启动“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逾万名
志愿者深入城乡角落，奉献爱心，传递关爱，在

“12·5”国际志愿者日“衣旧情深，节用惜福”大
型公益捐衣活动，接受捐衣 7000 余件。巩义
市宋陵公园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被省文明办
评为优秀“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

坚持每月评议文明市民，择优推荐身边好
人，每年评选“双十佳、双十优”、孝老爱亲模
范，每两年推荐评选“郑州市道德模范”，形成
了道德典型人物推荐、评议、宣传的完整工作
链条。

被誉为当代“愚公”的涉村镇北庄村支部
书记杨小周，带领全村干群克服重重困难，历
时 21个月凿通一条长达 916米的山洞，解决群
众吃水难问题。他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
感人至深，连续两次被央视系列报道，省委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把杨小周作为为民、创
业和奉献精神的典型。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崇、礼遇道德模范的浓
厚氛围，巩义市财政拿出30多万元，支持“中国
好人”杨小周去实现他的梦想；一次性拿出5万
元补助因见义勇为而逝世的吴新军家庭……

目前，巩义市有 15人入选“中国好人榜”，
2 人当选郑州市道德模范，1 人荣获郑州市道
德模范提名奖，1 人入选“感动郑州十大人
物”。2012 年，巩义市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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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道德塑造时代新风尚
——巩义市开展全民道德建设的探索

□本报记者 何 可 韩春光

清明小长假，看到几条新闻，颇为
感慨。

一条新闻是清明节那天，一些家
长带着孩子到烈士陵园祭拜烈士。一
双稚嫩的小手捧着鲜花，向烈士墓敬
献。或许幼小的孩子并不清楚父母为
何要带着自己来这里，向长眠于此的
人献上敬意，但相信这一幕会深深地
刻印在他的心灵深处，这对他一生的
成长，都会有莫大的益处，对他将来人
生观的形成，会大有裨益。

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在清明小长
假期间，国内某著名景点内，一些带着
孩子的家长，不仅自己爬到一些国宝
级文物建筑上留影，还托着孩子，或
爬或骑在这些建筑上照相。作为父
母，外出游玩，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
一个好的照片、好的留影，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这样留影，会对孩子起到
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就很值得思考了。

两则新闻，两种家长用自身的行
为教育孩子的方式，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人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
师，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的成
长，产生莫大的影响，无论是历史上，还
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家长的行为，影
响孩子一生的事例数不胜数。

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开篇是这样
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文字的本身是浅显的，不用做
过多的解释，但其涵盖的意思，却很值
得我们再一次去深思。

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孩子的思想
也是单纯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自
己的眼睛观察着自己的第一老师，也
无时无刻不在模仿着第一老师的言
行。

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电视、报纸的新
闻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很小的孩子，看到有人蹲坐在路边，就
会跑过去，用稚嫩的声音，询问你是不
是不舒服，要不要吃药？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都会会心地笑：这
孩子真懂事，孩子的家长真会教孩子。反之，也有这样的情况，一
些家长用孩子做掩护，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有的甚至怂恿孩子
去干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每当看到这些情景，人们担心的是这样
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会为孩子
的将来担心。

无论人们对孩子的表现是欣慰还是担心，其实更多的是对
家长的评价。家长称职，其孩子的表现就会符合社会大众的期
待，反之，则会让人们担心孩子的成长。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教
育模式，普遍地认为，对孩子的素质教育应该更多一些。这个素
质教育，既包括了社会生存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对孩子思想
道德层面的教育。

当然，我们不追求也不强求家长在节假日里都去搞“红色教
育”，但起码在带着孩子旅游、踏青或其他娱乐的时候，不要忘了社
会公德，不要忘了从小处、从细节上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
此，除了在幼儿园、学校里老师的教育之外，作为家长，作为孩子的
第一位老师，我们自身的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作用，是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呢。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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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天下豫商城”的业主，我们分别于 2009 年至 2010
年购买了位于紫荆山南路与航海路交叉口向南 200 米路西，郑
州市美中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天下豫商城”商品房。签订的
协议中明确承诺 2011 年 12 月交房，还有一部分承诺的是 2012
年 6 月交房，并办理房产证。

按照开发商的要求，我们的房款最少的已经交了二三十
万，多的交了五六十万，一次性交清全款的更多。这些钱都是
我们全家的积蓄和毕生的血汗钱。可是到了交房时间，“美中
置业”虽然把二十多栋 28 层的高楼主体都建成了，楼墙外粉饰
也做了，但工程进度却就此止步不前了！几年来，我们多次找
开发商“郑州市美中置业有限公司”理论，开发商屡次以各种借
口延期交房，至今已经三年多了，房子的手续和证件仍未办理
下来，而且后续工程毫无
进展！

我们曾多次向郑州
市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些
问题，他们的答复是“抓
紧解决”，但至今也没有
解决。

近五年来，美中置业
公司开发的房子毫无进
展，证件也拖着不办。我
们一千多户业主看着那
二十多栋 28 层的高楼矗
立在那里，不禁要问：我
们何时才能拿到房子钥
匙呢？⑦3

我们买的房啥时能给俺无尽的思念
清明节期间，我省部分烈士亲属及河南籍老兵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与怀念的心情，来到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举办“忠魂祭”活动，纪念各个历史时期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主权
安全而英勇献身的烈士。⑦3

张卫华 张燕军 摄影报道

“忠魂祭”活动现场。

河南老兵与河南老兵与
李海欣父母及李李海欣父母及李
海欣战友在纪念海欣战友在纪念
碑前留影碑前留影。。

河南籍河南籍
战斗英雄李战斗英雄李
海欣的父母海欣的父母
千里迢迢从千里迢迢从
老家赶来看老家赶来看
望儿子望儿子。。

安全是幼儿园工作的重中之
重，而消防安全演习更是其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环节。进行消防演习
是每个幼儿园应当履行的消防安
全职责之一，但幼儿园安全环境的
特殊性决定了实施消防安全演习
的不易，因此在设计幼儿园消防安
全演习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其特殊
性和演习时的安全性，下面着重陈
述幼儿园进行消防演习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及方案设计着重点。

一、消防安全演习是幼儿园应

当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之一

消防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保障条
件。消防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
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近年
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重特大火灾，一
把火就造成几十人甚至数百人的
伤亡，造成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
元的经济损失，这不仅给许多家庭
带来了不幸，而且还使大量的社会
财富化为灰烬。不仅如此，而且事
故的善后处理往往也牵扯了政府

很多精力，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
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些火灾事故
还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造成了
不良的社会影响，教训是十分沉重
和深刻的。因此做好消防工作，预
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特别是群死群
伤的恶性火灾事故发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2009 年 5 月 1 日起公布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
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
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组织
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幼儿
园作为事业单位，也就是说不组织
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是违犯
消防法的。

二、幼儿园安全环境的特殊性

决定实施消防安全演习十分必要

幼儿园是集中培养教育学龄

前儿童的主要场所。由于学龄前
儿童年龄小,没有生活经验，一般也
没受到系统的消防安全方面的教
育，体力差，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变
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迅速离开的
能力均有限,特别是发生火灾的情
况下。因此,幼儿园组织消防演练
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幼儿园主要
是女性教师，年轻老师也很多，相
对接受消防安全训练的机会和时
间少，可能有不少老师没有这方面
的知识和经验。因为女教师在速
度和体力方面不如男教师，遇到突
发事件，更容易不冷静，所以在幼
儿园系统进行消防知识宣传，让幼
儿教师掌握一系列技能方法，自觉
地从自身做起，高度认识火灾的危
险性，做到处处防火、事事防火、时
时防火，避免火灾的侵害。

三、幼儿园消防演习方案初步

设计

为进一步加强幼儿园安全工
作，提高全体师幼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遇到火灾时积极科学自救、自护
的能力，从容应对火灾事件的发
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师幼的人
身安全，经全园教师研究，举行本
次防火逃生演练，具体方案如下：

（一）演练时间、地点

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幼儿园操场
总指挥：（园长）
（二）演练前的动员大会

1.全园师生集中在幼儿园操
场。集合要迅速，幼儿在中间，教
师在周边。

2.总指挥做防火逃生演练前的
动员工作，动员内容如下：

老师们，孩子们，这次防火演
练，旨在培养大家掌握正确的逃生
方法，以从容应对火灾等事件的发
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和全园人
员的人身安全。希望全体老师和幼
儿严肃认真对待这次演练，让演练
活动发挥它的功效。我宣布：**幼
儿园防火逃生演练现在开始，所有
参演人员到指定地点待命！

3.分班讲解有关要求。事先幼
儿园请消防战士给教师进行讲解，
教师在结合本园情况给幼儿做好
详细的讲解说明。

（三）防火演练人员分工
1.工作人员

（1）小班负责人：
（2）中班负责人：
（3）大班负责人：
（4）学前班负责人：

（5）操场负责人、警报信号：
2.班级疏散组织者：各班班主

任（同上）
3.医护人员：校医做好一切准备。
（四）疏散秩序

班级通道安排（预先设置的路
线和顺序）所有班级按前面三排从
靠门最近的一组起依次从前门出
教室，不挤不推，按秩序听指挥快
速撤离到操场集合。

（五）具体步骤

1. 灾 情 预 设 ，哨 声 1-3 分 钟
（园长）。

2.听到哨声，各班负责人迅速
赶往负责的位置，迅速打开教室门
窗。对紧急避难的幼儿进行疏导，
班主任组织进行疏散。全体幼儿，
保持安静，用手绢或衣服捂住鼻
子，迅速撤离。

3.园长老师在操场，指挥幼儿按
预先设置的路线和顺序向撤离地点
快步走或跑。班主任在后。出教室
门的时候，教室前后门全开，幼儿从
两扇门有序撤出教室，撤离过程中，
保持安静，在行进过程中，自觉和本
班队伍集合。按预先设置的顺序到
操场站立，班主任清点人数。

4.总指挥对演练作总结、评价。
表彰先进教师和班组，总结不足。

5.各班有序将幼儿带回教室。
（六）相关要求

1.撤离过程中，各班班主任分
别组织撤离，严禁幼儿喧哗和打
闹，做到快、静、齐。

2.保持两路纵队撤离，杜绝推
搡现象发生，班主任要控制好撤离
的速度。

3.在幼儿园组织演练以前，应
分班组织演练，熟悉演练步骤线路
和要求。

说明：此次防火演习后，会不
定期进行疏散演练，当警报声响起
时，负责上课的老师就是该班的疏
散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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