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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人

人物：

梁执胜、文战富

，天河区城管局环卫三所环卫工人

猎德涌上，他们勇救落水者

“救命啊， 救命啊……”1月4日，

猎德涌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红衣女子

在游玩时不慎落水， 情况非常紧急。

千钧一发之际，天河区城管局环卫三

所环卫工人梁执胜、文战富两人挺身

而出，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

为尽快救人，从三米高围栏跳下

当日下午5点半左右， 环卫工人

们在班长毛介平、副班长蔡凤初的召

集下，在猎德祠堂区对岸的天河环卫

驿站集合准备开会。 就在此时，对岸

突然传来求救声———“救命啊！ 救命

啊！ ”大家循声望去，一名约50岁的女

子落入水中呼救。“赶快救人！ ”毛介

平马上说。

环卫工人们第一时间冲上楼梯，

准备通过上方的人行道快速到对岸

救人，梁执胜、文战富二人冲在最前。

情况紧急，救人必须争分夺秒。 看到

前方下楼梯处还有一段距离，两人为

了争取更多时间救人， 从约3米高的

围栏一跃而下，快速冲向现场。“当时

顾不上那么多， 只想着抓紧时间救

人。 ”两人事后回忆。

他们到达时，落水者距离岸边已

有1米多。 梁执胜水性比较好，他当即

跳入水中将女子拉住往岸边游，在岸

上的文战富则配合他将落水女子救

起。“幸好当时落水者穿的是羽绒服，

依靠浮力还能浮起来。 ”梁执胜说。

落水者上岸后浑身湿透，神志清

醒但十分惊慌。 二人不断询问落水者

的身体状况，一直陪她坐着。 其后落

水女子主动提出离开，由衷感谢他们

的及时施救。“我觉得这些都是平常

事，我们每个人遇到都会出手相救。 ”

梁执胜和文战富说。

事后，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负

责人上门慰问这两位救人环卫工，并

各颁发1万元奖金。 领取奖金后，梁执

胜、 文战富两人将全部奖金捐赠给8

户困难职工。

正能量团队，不断涌现好人好事

在猎德涌上，时常能看到天河区

城管局环卫三所的环卫工人身穿救

生衣，驾驶水上保洁船，在涌面每个

角落来回穿梭打捞垃圾。 文战富来自

清远，梁执胜来自江门，二人水性颇

佳。“我们在水上作业，招聘员工的第

一要求就是会游泳。 ”蔡凤初介绍。

去年8月才入职的梁执胜已经不

是第一次下水救人。 去年9月，他就成

功救上一名轻生者。 当日下午3点左

右，毛介平正在环卫驿站，突然听到

对岸猎德涌小舞台附近传来“扑通”

一声，一名中年男子跳入水中。 该男

子并未挣扎， 也没有在水里正常游

动，毛介平觉得不妙，连忙对十几米

外正驾驶保洁船的梁执胜、尹军建两

人喊：“有人落水了，快过来救人！ ”与

此同时，毛介平还立即拨打110和120。

梁执胜、尹军建闻声马上驾驶保

洁船到男子落水位置，梁执胜二话不

说跳入水中。“他当时没有挣扎，已经

沉入水里1米多了。 ”在水中找到落水

者后， 梁执胜携落水者游到岸边，

尹军建则驾驶保

洁船配合，两人合

力将落水者救上

岸。当时落水者已

经处于昏迷状态，

上岸后救

护车及时

赶到，将

落水者送

往医院救

治。 从医

护人员口

中得知 ，

该男子当

天已两度

跳 河 轻

生。

在环卫所里， 好人好事常见，有

环卫工人曾帮助走失老人回家。 一天

晚上11点左右，质检员陈文贵在奥体

路看到一名70多岁的老人坐在路边。

他马上走上前去询问老人情况，并为

他买来面包、牛奶等食物。 后来，他在

老人身上发现其家人的联系方式，拨

打电话通知其家人前来接人后他才

离开。“平时我们都鼓励大家做好事，

传播正能量。 ”毛介平说。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人物：

冷霞

，南国学校小

学部教师，天河区“最美班主任”

最美的冷老师，最暖的好园丁

在孩子们的心里， 冷霞有着和她

姓氏截然相反的性格———“上一年级的

时候， 妈妈告诉我新来的老师姓冷，

我就感觉冷冰冰的。 但当我看到您的

时候， 我却感觉全身暖暖的。” 去年教

师节， 任教南国学校小学部四年级的

冷霞收到孩子们的“表白信”。 最近，

已经当了 24 年班主任的冷霞被选为天

河区“最美班主任”。

耐心关爱孩子， 巧用妙计斗智斗勇

“我喜欢做班主任， 能和孩子们亲

近一些。” 在冷霞看来， 教育的最大

奥妙在于爱。 作为一名班主任， 她热

爱、 了解、 尊重每一位学生，

始终认为关怀和爱是打开学生

心灵的钥匙。 冷霞曾经教过一

位小女孩， 父母过世、 和年迈

的奶奶生活。 当时五年级开学

已经三天， 孩子还没来报到。

后来冷霞了解到孩子的奶奶仅

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计， 孩

子的学费需要靠卖茶叶蛋积攒，

她随即掏出 200 元塞到孩子奶

奶手里。 回到学校后， 她立刻

向学校反映情况， 学校减免了

孩子所有杂费。 班上孩子得知

后， 纷纷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买

了书包和文具帮助同学。

孩子们需要爱， 特殊的孩子更需

要老师无私的爱。 2010 年， 冷霞来到

南国学校， 学校刚由民办学校转为公

办学校， 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暑假还没结束就开始家访工作。 她了

解到班上有一位自闭症孩子小斌， 家

访时仔细了解孩子的性格爱好， 做好

笔记， 并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特殊儿

童教育方法。 她了解到小斌特别喜欢

跳绳， 于是故意在他面前跳出各种花

样， 孩子慢慢从抗拒的情绪中走出来，

开始模仿她跳绳。 课堂上的表扬， 平

日里的微笑， 小斌在冷霞的鼓励下变

得日益自信。 在学校运动会的开幕式

上， 小斌已经可以自信满满地出现在

班级的仪仗队里了。

孩子们活泼好动， 尤其是低年级

的孩子。 面对这些“淘气包”， 冷霞也

有“大招” 与他们斗智斗勇。

冷霞记得， 刚带一年级的时候，

孩子们尤其喜欢追逐打闹。 三令五申，

还是有 3 名小男孩吃完午饭后在走廊

追逐， 跑得满头大汗。 冷霞打了水给

他们洗脸， 不仅没有惩罚他们， 还

“奖励” 他们担任要职———安全督察

员， 并请他们给其他孩子谈谈饭后乱

跑的坏处。 从那以后， 班上饭后追跑

的现象明显减少。 此外， 班里还成立

了互助小分队， 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助人为乐蔚然成风。

用爱架设心桥，家校合力教育

在班级管理上， 冷霞遵循学校

“倚珠江之水，育天下英才。 凭润化之

功，披八方德泽”的教育理念，每接到

一个新班级，她会先和同学们一起讨

论拟定班规班法。 冷霞坚持创新班级

管理理念，创建班级活动模式。 在班

上， 九成岗位由学生推荐或自荐上

岗， 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形式多样的

教育活动是班级建设的一大特色，如清

明节组织孩子去天河公园扫墓，端午节

开展“走近屈原”活动等。

冷霞认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重

要的互补因素， 两者配合得越默契，产

生的教育合力就越大， 效果就越显著。

在和家长交流时，冷霞重视与他们的第

一次谈话、 第一次家访及第一次家长

会，用真诚与尊重，赢得家长的信任。

此外， 冷霞还充分挖掘家长资源，

开设家长大讲堂，邀请家长为孩子带来

不同主题的讲堂，如中国历史、音乐启

蒙、商业理财等。 上学期，冷霞还邀请华

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录护举办主题为“塑

造优秀———如何提高孩子的学校适应

性”家庭教育讲座，让家长正确了解孩

子生理、心理发展，掌握科学的教育方

法。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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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爱。 作为一名班主任，她热

爱、了解、尊重每一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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