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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大山女孩的“校长妈妈”
——记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

上图 张桂梅（中）在
教室里检查学生上课情况
（12月1日摄）。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坚守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地区 40 多年，克服各种困
难，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张桂梅靠的是
什么？是信仰。张桂梅常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
有一颗炽热的心，这里面有党和人民，有我的学校和孩
子们。”

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有始终不忘的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所以张桂梅能够全心全意聚力教育、助推扶
贫，把个人生命融入党的事业，在逆境中活出了璀璨
人生。

坚定信仰，就会有不竭的动力。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

时代奋斗路上，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舍身忘我、前仆
后继靠的就是理想信念。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无
论面对逆境顺境都能够笃定前行。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
和崇高追求，无论是激流涌动还是风云变幻，都能够经受
住挫折不断奋起。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就有力量。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
当、顽强拼搏。学习张桂梅，就要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
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价值，为
实现新时代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动力来自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这个是今年新引进的无土栽培紫色
番茄，品名叫纽莫，因富含花青素，在市场
上颇受欢迎。目前，园区年产高品质串收小
番茄70万公斤，高品质水培生菜70万头，
在市场上都供不应求。”在极星农业科技
园，北京极星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程小
军向记者介绍。

北京城建集团六公司极星农业科技园
位于密云区穆家峪镇荆子峪村，占地面积
约50亩，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实现了同等
占地面积下超出传统生产方式3倍以上的
产量，极大提高了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小
番茄、大番茄和水培生菜的单产量均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极星农业的绿色生态体现在每一个生
产环节中，“园区内循环的水肥系统，可使
雨水、冷凝水和灌溉回水100%回收循环
利用。锅炉二氧化碳尾气直接供入温室供
植物光合作用。就连培植生菜的花泥都是
可降解的，见光3个月以后可自然分解，不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程小军说。

密云区以“两山”理念为指引，用绿色
产业筑牢绿水青山的根基，让“山水田园，
画境密云”更美，以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农
业及文旅业、民宿业等融合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进而富民增收，探索走出了一条“保
水就是发展，富民就是强区”的生态经济双
赢和谐发展之路。

若要富民，发展绿色企业是关键举
措。极星农业扩大示范带动效应，与密云
区巨各庄镇的几个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
生菜代培协议，种植户使用自己的温室大
棚，按照极星农业的技术标准进行水培生
菜生产。极星农业全部进行回购。解决了
农户不懂种植技术、产品滞销的问题，每
个大棚每年为农户实现收入 8 万至 10
万元。

绿色产业的发展还体现在跨界融合上。12月5日，记者走进农
业种植与文旅产业相结合的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北京张裕
爱斐堡国际酒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爱斐堡品牌首席酿酒师严
战伟说：“我们通过葡萄种植、葡萄采摘、葡萄酒酿造工艺展示等全
方位展现葡萄酒文化，多年举办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节
和采摘节。实现了工业、农业、旅游、文化的联动发展，是一个集都
市型农业、工业、葡萄酒主题休闲旅游、会议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
酒庄。”

如今，密云形成了以张裕爱菲堡为代表的“特色休闲产业带”发
展模式。围绕“酒香之路”，积极发展葡萄种植，发展红酒产业，将葡萄
种植、酿造、科普、体验采摘、休闲度假紧密结合，成功打造以红酒文
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产业带，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与沟域发展的新
亮点。

将休闲旅游发展与密云农业建设紧密结合，密云形成了玫瑰情
园、人间花海、紫海香堤等一批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在发展中，密云
保持定力，科学取舍，坚定做“两山”理论的践行者。一批正在崛起的
精品民宿、民俗旅游也演绎着保护密云水库、守护绿水青山的感人
故事。

在密云水库南岸，溪翁庄镇北白岩村有几个民宿院子很独特，名
字叫密云印象1958小院。“那时地不能耕、鱼不能打，牛羊及家禽都
不让养了，矿也关了，艰难之中，我们选择了发展民宿。经过十几年发
展，如今游客来自海内外，酒店也不断升级，已拥有数百张床位，可接
待近千名游客用餐，并和周边村民互惠共赢，出售村民的板栗、樱桃
等农产品。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纯净的空气、
美丽的景色就是我们发展的资本！”印象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田洋感
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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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0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健康码”成为出行必备。然而，对于跨地区流动人员，“千地千
面”的“健康码”登记查验也给出行带来不便。10日，国家卫健委、国
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落实“健康码”全
国互认、一码通行。

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落实“健
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和规则，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
地区可信可用，切实方便人员出行和跨省流动，实现防疫“健康码”统
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在低风险地区，行动通知明确，除特殊场所和特殊人员外，一般
不应查验“健康码”。

而对于老年人等不使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行动通知要
求可采取识读身份证、出示纸质证明、亲友代办或一人绑定多人防疫

“健康码”等替代措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当在入口处增设“无健
康码”绿色通道，配备人员帮助查询防疫“健康码”、协助手工填写完
成流行病学史调查，缩短等候时间，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更加细致适
宜的服务。

此外，对于防疫“健康码”数据的规范使用，行动通知强调要强化
数据安全管理，切实保护个人隐私。

多部门联合发文要求

落实“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通行

本报武汉12月10日电 记者柳洁报道：12月10日，湖北上线
鄂冷链，尝试用区块链技术完成食品全程追溯，从源头遏制境外新冠
病毒入境的潜在风险。

当天一早，几十万件进口冷链食品到达武汉。在这之前，食品核
酸检测证明、海关检验检疫证明、消杀证明等安全信息，依次录入鄂
冷链平台进行赋码，再将二维码贴于外包装后，才能正常入库。

由此，每一份来到武汉的泰国黑虎虾、日本三文鱼等都拥有一个
区块链身份证，它们从哪里来、途经什么地方、和哪些人接触，都会被
记录到鄂冷链平台上。消费者在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用手机扫一
扫，就可看到该进口冷链食品的流转信息。

据了解，鄂冷链是湖北省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上线的冷链食
品追溯系统，该系统利用“冷链食品溯源码”，实现了“首站赋码、一
码到底、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同时还与湖北健康码对接，可实现
货、库、车、人全链条精准追溯。

湖北冷链食品全链路追溯系统上线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11月30日中午，记者刚刚踏进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

中的校门，便看到一名女学生依偎在校长张桂梅怀里
哭泣。

这位女孩是华坪女高毕业生吕娜的妹妹，目前在当地
一所初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时认识了她，并一直支持帮
助她上学读书。但女孩因为思念去世的父亲，好几天没有
上学。

“想爸爸了就到坟上跟他说说话，要好好读书，不能让
爸爸失望。”

张桂梅话音还未落，便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女
孩母亲手里。信封里装着的，是教育部给她看病的1万元
慰问金。

原来，张桂梅知道女孩母亲一个人供两个孩子读书，
经济十分困难，家里的杧果林因为缺水收成也不好，便拿
钱给她去修个水窖。通过张桂梅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当
天就回到了课堂。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守护
着每一位学生的未来，建校12年来已累计把1804名女孩
送入大学，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63岁的张桂梅，被学生
亲切地称作“张妈妈”。

“太天真”的梦想

华坪女高在华坪县城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学校的大门
并不阔气，教学楼的墙面也已有些斑驳。

这所其貌不扬的学校，曾是张桂梅遥不可及的梦想。
张桂梅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大理一所中学教书。1996

年，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39岁的张桂梅便主动申请从热
闹的大理调到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

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孩读
着读着就不见了。”她说，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学生去打工
了，有的小小年纪就嫁人了。

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成立，捐
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当院长。她担任院长后逐一
了解福利院孩子们的身世发现，不少女孩并非孤儿，而是
被父母遗弃的。

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更是让她痛心不已。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边，满眼惆怅地望着

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女孩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读
书，我不想嫁人。”女孩一直哭喊着。原来，女孩父母为了
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气冲冲地来到女孩家，对她的母亲说：“孩子我
带走，上学的费用我来出。”可女孩的母亲以死相逼，张桂
梅实在拗不过，只能放弃。

“后来我再也没找到她，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张桂
梅说。自此之后，一个梦想渐渐在她心中萌生：办一所免
费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们都能读书。

但这个梦想很快遭到身边人的反对。“我是给她泼冷
水最多的人。”华坪县教育局原局长杨文华回忆说，“虽然
她让我很感动，但我知道办一所学校有多难。”

2004年，张桂梅和杨文华一起出差。一路上，她反复
讲述自己的梦想，想说服这位局长帮忙。

“你知道建一间实验室要多少钱吗？”杨文华问。
“要两三万元吧。”张桂梅回答得有些露怯。
“她太天真了。”杨文华说，张桂梅当时因为带病坚持

教书、教学成绩突出，还在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多名
孤儿，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等
诸多荣誉，但她只是一名一线老师，没有管理经验，对建一
所学校毫无概念。

杨文华不知道，张桂梅当时已连续几年假期到昆明街
头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兜，在街头
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放下尊严募捐，换回的却是
不理解和白眼，还有人说她是骗子。

几年下来，张桂梅几乎要放弃了。直到2007年，她当
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她的梦想才出现转机。

张桂梅平时很少买衣服，每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直
到磨得发白破洞才舍得丢。临去北京前，县里特意资助她
7000元，让她买一身像样的正装，可她转手就用这笔钱给
学生买了台电脑，自己穿着一身旧衣服参会。

一天早晨，她正急匆匆往会场走。忽然，一位女记者
把她拉住，悄悄对她说：“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穿
了多年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张桂梅说。那天会
后，她和这位记者相约聊了一整晚，把所有办校的苦楚都
倒给了她。

不久后，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
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报道发表出来，
张桂梅办学校的梦想马上受到关注。

2008年9月，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全国第一
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
学，首届共招收100名女生。

开学那天，张桂梅站在唯一的教学楼前，泪流满面。

一所没有“门槛”的学校

对于大山里的女孩们来说，华坪女高没有“门槛”。
从建校第一天起，张桂梅便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等

全免，只收少量伙食费。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即便
基础很差，中考分数没过线，也全部招进来。首届学生几
乎全都是“线下”生。

学校生源差，教学条件更是十分简陋。校园没有围
墙，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厕所，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根旗
杆，院子里满是杂草。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在另一间教
室睡觉，吃饭、上厕所都只能去隔壁学校。

“她心里着急，如果等学校全部建好，晚一年招生，就
又有一批女孩被耽误了。”杨文华说。

学生入学了，张桂梅却犯了愁。“有的学生考试只能考
几分，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张桂梅心想，就是把命搭上，也

要把学校办出名堂。
在华坪女高，学生雷打不动每天5点30分起床晨读，

晚上12点20分自习结束才上床睡觉，连吃饭时间都被限
定在15分钟。

张桂梅有一个小喇叭几乎从不离手。“傻丫头，快点！”
在校园里，有学生稍一磨蹭，就会听到她的吼声从小喇叭
里传出来。

十几年来，她不仅每天陪学生自习到深夜，还一直住
在学生宿舍。“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学校，老师、学生我都得
盯着。”她说。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高考百
分之百上线，还有几名学生考上了一本。“和学生入学成绩
相比，华坪女高创造了一个奇迹。”杨文华说。

2016年，华坪女高完成建设工作，各项设施逐步完善，
学校有了食堂、宿舍，还有了标准的塑胶运动场。截至目
前，学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在校生达464人。张桂梅常
年坚持家访，累计行程11万多公里，覆盖华坪和周边县的
1500多名学生。至今，华坪女高已送走10届毕业生，1804
名学生从这里考入大学，学校不仅一本上线率高达40％
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还连续多年位居丽江全市第一。

学校语文老师韦堂云说，学生成绩突飞猛进，但张桂
梅的身体状况却一落千丈。她的身上贴满了止痛的膏药，
平时连爬楼梯都十分艰难。

今年2月，受疫情影响，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心急
火燎的张桂梅直接在教室外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躺在床
上，盯着老师学生上网课。

“我上网课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床上疼得忍不住发
出声音，但她从来不说。”韦堂云说。

华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秀丽是张桂梅相识多年的
闺蜜，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

“她全身都是病，骨瘤、血管瘤、肺气肿……以前她经
常让别人猜我俩谁更重，可现在她已经从130多斤掉到了
只有七八十斤。”王秀丽说。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老师，我们要去西藏当兵了。”
今年9月，张桂梅接到两名学生的电话。原来，在大

连读书的冉梦茹和在桂林读书的刘敏相约好了，要去西藏
当兵。

“海拔那么高，你们怎么受得了？”张桂梅问。
“不是您鼓励我们去艰苦的地方吗？”学生笑嘻嘻地回

答，“放心吧，我们不会当逃兵，不给您丢脸。”
几个月过去了，两名学生已经正式入伍参加集训，张

桂梅还时常念叨着她们。“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
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又心疼得不得了。”她说。

“张老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教会了学生坚韧、感恩、奉献。”杨文华说，华坪女高的学生
出去后都像张桂梅一样，能吃苦、肯奉献，很多学生毕业后
都去了艰苦地区。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又
回到了母校，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没有女高，就没有现在的我。”周云丽说，母亲在她很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靠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种地
卖粮，供她和姐姐读书。“当我听说有位好心的老师建了一
所免费高中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华坪女高每周有一堂全校的思政课，学生们坐在院子
里，由张桂梅统一组织理论学习。“张老师会给我们讲革命
先烈的事迹，带着我们读党章，还会讲她创办女高的艰辛
经历。”周云丽说。

2015年7月，周云丽大学毕业。当时，她已经考上了
相邻县一所中学的教师岗位。但听说华坪女高缺老师，她
毫不犹豫就放弃了正式编制，回到母校担任代课老师，直
到一年后才考试转正。

“这都是张老师教育我们的，自己强大了，也要记得去
帮助别人。”周云丽笑着说。

每年的毕业季，是张桂梅最高兴的时候，经常有学生
打电话、发短信给她报喜。“她经常向我炫耀，哪个学生去
搞研究了，哪个学生去新疆支教了，然后露出老母亲般的
欣慰笑容。”王秀丽说。

平日里，张桂梅喜欢看学生在课间操时排成方阵唱红
歌、跳红舞。嘴里还经常念叨：“姑娘们长得多好啊，一个
个吃得白白胖胖的。哼，等她们考上大学就得减肥了。”

每天上午课间，歌剧《江姐》的经典选段《红梅赞》都会
在校园里准时响起，这是她最爱的歌曲。学生们齐声高
唱，她偶尔也会哼上几句。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向阳开……
这是她的信仰，也是她的一生。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银 庞明广
（新华社昆明12月10日电）

□ 曹 松

右图 张桂梅在督促
学生做课间操（12 月 2 日
摄）。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