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在济宁蓝天救援队，王焕永
是最早加入的队员之一，另外他
是个地地道道的浙江温州人，
2001年来到济宁工作生活。即
便如此，这20年来因为感受到
太多孔孟之乡的温情，所以他逢
人就说：“济宁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

初来乍到
旅馆老板帮他张罗住处

在建设路一座写字楼里，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到了王
焕永。他告诉记者，2001年大学
毕业后，有亲戚在山东做生意，

“当时急于扩大市场，济宁又是
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就只身一
人过来这边，配合亲戚在济宁开
始创业。”回忆起刚来济宁时的
经历，王焕永说是最初的那些日
子让他喜欢上了这里。

“那会儿刚来嘛，我都是住
在一间规模不大的小旅馆，后

来谁知道旅馆要拆迁，我连住
哪里都成了问题。”知道他是外
省来的，在济宁人生地不熟，所
以旅馆老板在拆迁前夕就四处
帮着王焕永张寻找住处，“把我
安顿好之后，老板才开始忙着
搬家，这让我特别感动。”那段
时间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让
年轻的王焕永感觉到，济宁是
一座有温情的城市，“可能是受
儒家文化的熏陶吧，这里的人
都很好相处。”

时间久了，在这里成家、立
业，王焕永逢人就说济宁是他的
第二故乡，所以他也总想着要为
这座城市做些什么，于是他先是
加入了市慈善总会的义工团，每
逢有慈善活动一定会带着家人
参加。“2017年济宁蓝天救援队
成立，我第一时间报名加入。”三
年来，只要救援队有任何救援行
动，王焕永都会第一时间参加。

“我自己做生意，时间灵活些，所
以有时候即便凌晨接到平台的
电话，我也会立马穿好衣服就去
救援队集合。”

奋战防疫一线
让他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今年春节期间，爱人和孩子
先提前回了浙江老家之后，王焕
永本打算收拾好公司的事宜再
回去，却没曾想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他滞留在了济宁。“在家呆
了两天，接到救援队通知要前往
公共场所开展消杀工作。”王焕
永二话不说就出门了。在有关部
门的指挥下，他和队员们每天背
着七、八十斤重的消杀设备，在
街道、社区、学校进行消杀。“说
实话，防疫一线确实很辛苦。”
那会儿，饭店都不营业，队员们
饿了就靠泡面充饥，“而且因为
经常没有热水，大家就干吃泡
面。”

在防疫消杀一线，王焕永和
其他队员们连续奋战50多天。虽
然很累很辛苦，但他却说：“济宁
是座处处有温暖的城市。”因为
孤身一人留在济宁，在开展防疫
消杀工作的过程中，其他队员的

家属来送食物、送口罩的时候，
都会多给他留出一份。

他还记得，有一天结束消杀
工作准备回家时，接到了女儿同
学父亲的电话，“他让我回家路上
在他家楼下停一会，说是家里包
了大包子，让我一定带些回家。”
那天，在做好防护工作的情况下，
对方给了他整整一大包吃的，除
了自家包的包子之外，还有可乐、
牛奶、面包，叮嘱他消杀工作期间
饿了就“垫一垫”。

王焕永告诉记者，在消杀工
作的进行中，他还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生日。“那天消杀工作结束，
队长突然从救援队的车里拿出
了一块大蛋糕，大家还一起为我
唱起了生日歌。”如今回忆起来，
王焕永的语气中仍是掩不住的
幸福，他说，他会一直在这座城
市生活下去，也会把公益事业一
直做下去，“我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来到济宁，能够感受到济宁的
温暖。”

济宁市任城区古鳌电子经营部经理王焕永———

在济宁生活20年，人情温暖让他爱上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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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体力，王焕永经常跟随救援队进行体能集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作为初三、一班的班主任，
李松峰另一个职务牵扯他更多
精力。身为学校德育处主任，他
要和每个年级的学生打交道。

“在这个年龄段，学生们认为自
己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但处
于青春期让他们频于表达自
己，所以往往容易做出过激的
行为。”他常说要多和学生们沟
通交流，“虽然我们年龄上有差
距，但心态上我要把自己调整
到他们这个年龄段，要和他们
站在一起去思考问题、看待问
题，才能有效的引导他们。”

李松峰回忆说，他曾带过
的一个班，有个学生从初一报
到第一天，就明显有些“反常”，

“一开始他走错了班，我们两个
班的班主任一核对才发现问
题，但询问他的时候，他表现得

很抵触，语气也不友善。”后来
在和家长的交流中，李松峰才
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关系有些
复杂，家庭条件也不好。

虽然对老师很抵触，但李
松峰发现这个学生课堂上总是
很积极的举手回答问题，“即使
回答错了他也继续举手。”意识
到他喜欢表现自己，李松峰决
定安排他担任班里的卫生委
员，并且课间时常把他喊到办
公室聊聊天，偶尔还送他本书。

“到了初二、初三，他已经愿意
主动找我聊天，还经常帮我处
理班级事务，成绩上也有了明
显提升。”如今李松峰回忆说，
这样的孩子其实就是家庭原因
造成缺乏自信，“所以要多和他
交流，多鼓励他，帮助他重新树
立自信，要相信他也能成为一
名优秀的学生。”

在李松峰的办公桌上，除了

教材、教辅书之外，他买的最多
的就是中小学德育类的书籍，以
及文学名著。他常说，虽然自己
是名数学老师，但德育处主任和
班主任的身份，让他更需要在思
想上多和学生们产生共鸣，“所
以平日里我也很喜欢摘抄，把一
些优美的、励志的句子，在班会
上分享给学生们。”

除了做德育工作，从教29
年的李松峰，也已连续担任班
主任十余年。“大胆创新”可以
说是他这近 3 0年来能够始终
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秘籍”。
在 教 学 工 作 上 他 喜 欢 创 新 。

“我曾经在校内打造了全市第
一个‘电子书包班’，尝试电子
化教学。”在他的数学课上，学
生 们 分 组 学 习 ，组 长 批 改 作
业，学生自主讲题，课程习题
分类布置……李松峰认为，要
让老师闲下来、学生动起来，

才能真正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
极性。

现如今，李松峰把近30年
的教学经验，汇编成了四本书，
其中仅《初中数学系统知识体
系》就耗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十年来我不断向这本书中注

入新的教学经验，不断丰富内
容。”一有机会，他就拿出来和
同事们分享，尤其是在学校的

“青蓝工程”中，他更是毫无保
留的全都传授给青年教师们，
让运河实验中学的教育优势能
够不断传承下去。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德育处主任李松峰———

紧抓学生德育工作，教学上也敢于大胆创新

李松峰在课堂上采取的分组学习受到学生们的喜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2019年6月14日下午，位于
火炬路的晨光大厦发生惊险一
幕。有路过市民发现，写字楼的
第18层窗外，有一名男子身子朝
外似乎要跳楼。从他摇晃的身影
能看出，男子明显喝醉了酒。接
到群众报警后，当天正在值班的
杨璨立刻和两名同事出警赶往
现场。

“赶到现场一看，大楼外面
还有不少市民在围观，当时担心
一旦发生意外，这些市民也身处
危险之中。”于是，他先是协调写
字楼的物业，安排两名保安疏散
围观市民，自己则和同事一起到
达了18楼。如今回忆起当时的一
幕，杨璨似乎仍心有余悸。他告
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这
名男子当时还拿着酒瓶，浑身酒
气，且情绪激动，另一只手则死

死抓着窗框。
杨璨说，他先是好言相劝，

试图稳定住男子的情绪，得知
男子的包里有烟之后，又从包
里拿出香烟给男子递过去，“这
个过程中我发现，他在转脸看
向我的时候另一侧是视线盲
区。”杨璨一手递烟，另一只手
则在身后朝同事打手势。说时
迟那时快，就在这名男子注意
到另一名民警有所行动时，杨
璨趁他注意力被分散的功夫突
然冲上前，一把便将男子死死
的抱在怀里，并和同事一起将
他拉回了房间。而此时，楼下围
观的市民纷纷朝着杨璨和他的
同事竖起了大拇指。

这股子“拼劲”源于杨璨对
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人民群众
的那份责任心。他常说，身上穿
着这身警服，就要时时刻刻把人
民群众记在心头，“我们所管辖

的范围很大，是城区最为繁华的
区域之一。身为派出所民警，又
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所
以必须要有耐心、要细心。”就在
记者见到杨璨的时候，正巧有一
名从县里赶来的女子报警，说丈
夫和她闹矛盾后离家出走彻夜
未归。杨璨帮女子查到了男子的
住宿信息后，细心的告诉女子过
去之后该怎么办，又联系了那个
辖区的民警可以及时帮助这名
女子。

在2016年走进太白东路派
出所担任民警之前，杨璨是名在
西藏当了6年公安边防的“老
兵”。当兵的那段经历练就了他
坚韧、不怕苦的性格，和始终为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想的信
念。“当时我所在的边防哨所海
拔达4700多米，虽然条件艰苦，
但却时刻能感受到当地群众对
我们的支持。”

正因如此，每当辖区发生刑
事案件，杨璨总会第一时间主动
赶到现场，细致查找线索；每当
侦结一起案件，他都认真回顾反
思，总结积累经验。凭着这股干
劲、钻劲，他练就了一身的过硬

本领，大案小案都办得有板有
眼。他认为，只有多破、善破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小案”，才更
能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也更能体现“人民卫士”的担当
和价值。

济宁市中公安分局太白东路派出所三级警长杨璨———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展现“人民卫士”担当

经验丰富的杨璨(右)兼职教官对警员进行枪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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