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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雨雪又来 快抓紧时间晒太阳
今明两天各地持续晴好天气，
今明两天各地持续晴好天气
，
全市最高气温都在 14
14-16
16℃
℃之间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
也）昨日，重庆中心城区艳阳高照，阳光晒在身
上，浑身都暖洋洋的，匆匆的行人脱去了厚重
的羽绒服。
天气晴好，出来玩耍的人也多起来。在渝
北区新光天地，老人们坐在花坛旁，沐浴着阳
光聊天，欢声笑语不断。南岸区的周先生将办
公室的窗户开得大大的，让阳光照进来，
“看到
阳光，
心情都好了很多！”
昨日截至 15 时，全市最高气温均达到了
10℃以上。最暖的酉阳、彭水同为 14.1℃，沙
坪坝最高气温也升至 11.9℃。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各地持续
晴好天气，霜冻将在局部地区出现。后天，雨
水将再次“光顾”，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区有
雨夹雪或小雪。未来两天，各地气温变化不
大，
全市最高气温都在 14-16℃之间。
专家提醒：晨间天气寒冷，大家出行需注
意保暖。在室内用电暖器取暖时，务必注意安
全；使用煤炭、天然气取暖时，注意室内通风，
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部
分地区早上有霜冻。气温-4～16℃。中心城
区：
晴，2～13℃。
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局
地早上有霜冻。气温-1～16℃。中心城区：多
云到晴，
6～14℃。
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东部地区阴天转
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间断小雨，局地中雨，海拔
800 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到中雪。气温
1～12℃。中心城区：间断小雨，
气温 6～10℃。

天气晴好，
市民在南滨路游玩。

艳阳高照，
小朋友在北碚滨江路上玩滑板车。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

大学城中央公园，市民正在锻炼。

渝北区仁安里商业区，出来晒太阳的人们。

她是学生的人生导师 也是知心朋友
西政教授简敏获评
“最美高校辅导员”
，2020 年全国仅 10 人获此殊荣

在大学，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距离大学生最
近，陪伴学生成长；他们站在思政教育最前沿，
帮助学生拨开迷雾；他们是学生的人生导师，更
是知心朋友。他们就是高校辅导员。
日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 2020
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先进事迹，来自西南政法
大学民商法学院的简敏教授获此殊荣，成为全
国获此殊荣的 10 名高校辅导员之一。
她为什么能成为
“最美高校辅导员”
？在陪
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和秘诀？近
日，
简敏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故事。

不忘初心
23 年管理服务 2932 名学生
1998 年在面对学校多个岗位时，简敏坚定
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岗位——到学院从事一线
专职辅导员工作。当被问到为何选择辅导员岗
位时，她坦言，
“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团委工
作，
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心态年轻、
思想年轻、自己也显得年轻。
”
2007 年，简敏评聘为正教授，同年被学校
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教研室多次劝说她回归
专职教师，她都未动摇，仍然坚守在挚爱的辅导
员岗位上。
简敏说，一线专职辅导员天天都和学生在
一起，
能随时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期望，
更有机会
把育人和教书紧密结合，在做好经师也做好人
师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侵润学生内心，为学生
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如今，简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快 23 年了，
管理服务了 2932 名同学。在此期间，她建立
和落实“危机信息三级联动报告制”等制度，努
力做到危机预警；建立三点层级网络，确保不
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就业帮扶的学生；坚持每天
找学生谈心，使得多个厌学、网络成瘾的学生
回归课堂；邀请留校的贫困同学到自己家里共
度除夕夜……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简敏要操心生病
学生买药和补充维生素等各种细节，坚持每天
与湖北同学和海外留学生谈心，还要对居家的
学生隔空喊话，了解他们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
状态、视频指导他们就业……她用爱心、细心和

员名师工作室，简敏就是其中一个工作室的主
持人。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简敏成立了跨部
门跨学院跨学科跨学校的工作室团队，成员由
“4+1”团队构成（即思想政治组、网路思政组、
心理干预组、素质提升组和实操训练营），采用
项目化运行，通过
“1+N+x”的方式（即 1 个辅导
员+N 个专业教师+X 名学生），在全市开展“名
师有约”、
“e 路引航”、实践实训、调查访谈等，
通过辅导员和专业课老师融合，在培养学生的
过程中，与学生共同成长。5 年来，这个市级
“简敏工作室”在队伍能力提升上实行分类指
导、分类培训、分类调研，孵化了五分之四个校
级工作室。
2002 年毕业季，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蒋同学
多次与简敏谈及她的就业去向，她拒绝了众多
用人单位的邀约，向简敏表达了想留校当一名
辅导员的愿望和纠结：一方面亲身感受到辅导
西南政法大学一线专职辅导员简敏。 上游新闻记者 胡杰 摄
员对青年学生在人生道路上的正向影响力，另
一方面又怕自己承受不了辅导员紧张无规律的
生活状态。
责任心，
履行一名辅导员的责任。
知道了什么是法律人的责任和担当。这就是有
简敏帮助她分析利弊，解开她的心结。现
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互动的思政课堂。这项活
实践育人
在，这名同学已留校任一线专职辅导员 18 年，
动引起了全国 40 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引发了社
服务了 2000 多名学生。简敏经常带着她一起
会各界对大学生责任和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大
带领学生
“生存体验”
做项目，指导她申报课题、撰写文章，她很快成
讨论。
长为市级工作室的组长，获得全国辅导员年度
作为一线专职辅导员，简敏坚持学生的思
在校大学生，
不仅要尝试生存挑战，
更要接
人物入围奖、重庆市辅导员年度人物、重庆市优
想引领，就是要在实践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受学术挑战。2015 年，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
秀团干部、重庆市辅导员择优资助计划、校级工
值观，
“除了日常的谈心谈话、班级建设、志愿活 “挑战杯”竞赛，有学生想从刑法的角度探讨数
作室的主持人等荣誉。
动等，
还应该带着学生在生活中接受教育，
把每
罪并罚问题，
希望简敏作为指导老师参加。
“我热爱辅导员这个工作，能够坚守岗位
一次体验当作一个个
‘活’
的案例，
增长见识，丰
于是，
简敏与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3 年，是因为我做不到‘断、舍、离’，断不掉的
富学识，
培养知行合一的经世应用人才。
”
老师协同，一起构建数学模型；
还帮助联系了全
是职业初心，
舍不了的是一线辅导员岗位，
离不
国 20 多家法院、检察院、律师进行抽样调研。
2000 年 7 月，简敏组织策划了“陌生城市·
开的是我的学生。学生们喜欢叫我‘简妈妈’，
120 小时·10 元钱”生存体验活动，在 501 名学
参赛队员张同学说：
“这一次比赛不仅得了国家
这声声
‘简妈妈’
让我涌起无限感动。感动之后
银奖，
重要的是我们访问了很多法官和检察官，
生自愿报名中选择了 9 名同学，带着他们去福
是行动，
我要在行动中传播正能量，
给学生带去
州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那是一个简敏都没去过
学以致用，懂得了应该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温暖和希望，帮助他们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
的陌生城市。当她告知领导自己的创意时，领
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人。”
简敏说。
导担心地问“你不怕学生出意外吗”。
“ 是的，
成立工作室
简敏说，
此次获评
“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
，
怕。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让学生到社会中去增
自己感受到了荣誉背后沉甸甸的责任，在未来
长见识的实践活动，我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的工作上，她将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力争
也反复论证了危机应对预案。
”
做好学生的“经师”与“人师”，为学生心灵埋下
事实证明，她和同学们的坚持，
使活动达到
如何培养人是一个大命题。23 年来，简敏
真善美的种子，引领学生健康成长、争做有责任
总结了
“辅导员工作六点法”
，从
“引、学、规、助、
了预期效果。回来后，同学们感触最多的有两
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点：
一是我什么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
带、训”六个方面开展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乙竹
克服呢？二是我们在体验中了解了社情民意，
2015 年，重庆市首次评选了四个高校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