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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教育部召开第6场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发布了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10位楷模，涵盖了高

教、职教、基教、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模范践行“四有好老师”标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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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霞 / 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教师

站在思政课创新和教育扶贫的最前线

27年来，李红霞始终坚持在思政课

教学第一线，充分发挥党建带团建、队建

的优势，构建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四阶梯”，党团队育人理念衔接、课程体

系衔接和活动体系衔接的“三衔接”培养

体系。她倾情教育扶贫，7 年来坚持深

入山区送教，带领团队累计送教送培

17.75 万课时，惠及 6 县 31 乡镇 5 万多个

家庭，学校因此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

李红霞在总结多年思政课教学和

学生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

“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和“项目设置、项目实施、交流展

示、评价激励”的“四自主·四环节”思政

课教学模式，将教学内容作为项目交给

学生，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合作探究、交

流展示过程中自主完成项目。这一成

果曾获“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优秀

成果展评优质课二等奖”。

李红霞注意到中学生缺乏对社会

的了解，进而会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形

成。于是她带领学生走向社会，在学生

中大力推进“我爱石家庄”社会实践课

程。从 2011 年开始，学生走出校园、了

解社会、观察社会、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学生的许多实践报告成果引起了

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此基础上，2019年

李红霞在学校建立了河北省首个中学

人大代表联络站，构建起学生思政教育

的新阵地。两年多来，已有 128 份学生

社会实践报告成果被全国、省、市、区四

级人大35名代表转成代表议案。

从2014年开始，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

团发挥自身优势，与石家庄市下辖的6个

山区县12所中小学结对精准帮扶，积极探

索教育精准扶贫的新模式。李红霞勇挑

重任，走在教育扶贫的最前线。

为提升山区学校办学水平，李红霞

带队组织校长到全国各地考察共150人

次，带领12所山区学校校长就校园文化

建设在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为赶

上第二天的开班仪式，她在结束了白天

的工作后，坐晚上最后一趟高铁，到达培

训地点时已过了深夜 12 点。这样紧张

的节奏，已经成了她帮扶工作的常态。

从2016年11月开始，李红霞开始在

教师帮扶中实施一项新的项目——“山区

学校百名种子教师培养计划”，利用3年时

间帮助山区学校培训100名种子教师。

7 年多来，李红霞花费大量时间无

数次深入山区学校，带领石外集团教师

送教下乡，累计行程 21.32 万公里；给山

区学校教师培训累计达17.75万课时；扶

贫覆盖了 6 个山区县 31 个乡镇 700 个

村，惠及了54623个家庭。

2017年，李红霞被授予“第三届明远

教育奖”，她将获得的 10 万元奖金全部

捐献给了山区教育扶贫事业。

张万波 / 辽宁省本溪县第五中学教师

乡村中学的“小个子”老师

上好一两堂课容易，上好每一堂课

不容易；当一两天乡村中学的老师不难，

当一辈子乡村中学的老师很难。

张万波个头不高，但在山城辽宁省

本溪满族自治县的教育界，一提到第五

中学的张万波，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

竖起大拇指。

1997 年，张万波以辽宁省优秀毕业

生的身份回到本溪县南部山区的一所农

村中学——祁家堡中学，开始了教师生

涯。24年来，张万波一直耕耘在距离县

城100公里的乡村中学。他凭着一个共

产党员的觉悟，挚爱着乡村的教育事业，

对学生倾注严父慈母般的亲情，用爱滋

养着每一个乡村的孩子。

2000 年下学期，张万波担任初三班

主任，并执教当时老教材的代数和几何，

那是他第一次担任毕业班班主任，也是

第一次接触初三的数学教学，又赶上妻

子怀孕，他家距离学校 22 里，但是仍然

坚持每天骑自行车第一个到校，最后一

个离校，风雨无阻，从未改变。当时班上

有一个叫刘政楠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

但是由于父母离异，产生了辍学念头。

为此张万波专门到他家里，看到在道边

的两间泥土房和屋里乱七八糟的摆设，

全然没有一个家的温暖，于是立刻生火

为他做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刘政楠

说，从父亲走后他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

饭菜。那一夜张万波住在他家，与他谈

了许多。刘政楠终于重回校园，而且学

习比以前更加刻苦。尽管当时的工资不

多，但张万波每月都给刘政楠资助一定

的生活费。就这样，刘政楠不仅顺利完

成了初中学业，2001年还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本溪县重点高中。

尽管曾经有县城学校向张万波抛来

橄榄枝，但他毅然决然选择留在乡村学

校。2010年11月11日，作为全县教育系

统师德标兵报告团唯一一名男教师，张

万波 20 多分钟的报告赢得了热烈掌

声。近年来，他先后获得本溪市优秀教

师、辽宁省农村初中数学骨干教师、全国

优秀教师等殊荣。

王丹凤 /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

以爱心和匠心深耕职教沃土

她辛勤耕耘在职教讲台 31年，以一

颗爱心陪伴职教学生，鼓舞学生心中有热

爱、手中有技能，踏实地工作。她不仅教

会学生一门技术，更传递价值、完善人格，

教会学生幸福生活的能力。学生都亲切

地称呼她“妈妈”。她就是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王丹凤。

学生小牧父亲早逝，母亲病重在床，

王丹凤了解情况后，经常在节假日带着

生活用品前去探望。在王丹凤的鼓励

下，小牧实现理想，考上本科，现在已进

入检察院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

中职学生自信心普遍不足，甚至还

有些不良习惯。身为人师，王丹凤从不

放弃，坚持不懈以一颗仁爱之心鼓励、教

导他们。

学生小帅刚入校时，头上缠着纱布，

询问他时，小帅毫不在乎地说：“打架打

的。”王丹凤了解到他是单亲家庭，比较

叛逆，便有意发掘他的优点，积极鼓励

他。比如，小帅体育好就让他当体育委

员，但要求他在班级发挥表率作用。放

学时，王丹凤陪他走路回家，边走边谈

心，逐渐小帅变得懂事守纪，最终在技能

大赛中获奖。

王丹凤所带学生连续8年获市技能

大赛冠军，连年获省级技能大赛一等奖；

4名学生获大学3年免学费资格，两名学

生获国家级奖学金。

在陪伴学生成长的同时，王丹凤的

个人业务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曾多次

获省级优秀指导教师、省级教师教学大

赛一等奖。王丹凤参与多个国家级和省

级重点科研课题，多篇论文在国家级、省

级刊物发表并获奖，编写过4本教材。

31年教育生涯，王丹凤有很多机会

进入管理岗位，但她一直默默无闻坚守

在一线讲台，守候在学生中间，为企业培

养一批批具有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的高

素质劳动者。

王丹凤因此被评为职业教育唯一一

名“牡丹江市师德宣讲团”成员，还先后

获得省模范教师、省师德先进个人、省教

学名师、省优秀班主任、省优秀指导教

师、市“五一”劳动模范、市最美女名师、

防疫突出典型，七次市级记功及嘉奖奖

励等荣誉。

叶海辉 / 浙江省玉环市坎门海都小学体育教师

从军营到校园的“游戏大王”

他扎根海岛教育 27年，从高中毕业

后担任体育代课教师，到参军退伍后重

返三尺讲台，再到浙江省特级教师、全国

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熟悉他的人

都叫他“游戏大王”。他就是浙江省玉环

市坎门海都小学体育教师叶海辉。

坚守体育教育事业 27年来，当老师

对叶海辉而言早已不是一份谋生的职

业，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孩子

爱上体育课，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做一名快乐的体育老师”。

为了将体育游戏更好地引入课堂教

学，叶海辉拜师学习、创编游戏，还购买

了近 200 本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游戏

图书，从中汲取新知，并结合自己的课堂

实践，整理创编了热身游戏、体能游戏、

放松游戏等各类体育游戏近 2000 例。

在叶海辉的体育课上，就连最简单的传

统游戏“石头剪刀布”，经过动作、情境、

人数、场地器材等变化，都有了 30 多种

新玩法。

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叶海辉自

制了80余种4000多件体育器材，为学校

节省了近4万元经费，共8项器材获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其中“乒乓球具放置器”

和“羽毛球具放置器”解决了乒乓球和羽

毛球长期“无窝可居”的难题。

叶海辉将“阳光历奇”特色教育全面

纳入教学，在体育课教学、大课间、群体

活动等层面进行尝试，还带领体育组成

员大力开展“阳光体育”系列活动，将学

校体育工作的教、练、赛有机整合，做到

“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天天有健

身”，使“阳光历奇”成为玉环市首届教育

十大品牌之一。

工 作 之 余 ，叶 海 辉 还 热 心 公 益 。

2011 年 4 月，叶海辉在出差的飞机上看

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招募志愿者信

息，于是立刻申请成为一名志愿者。

18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20多个小时的

车程，尽管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支教学

校的环境与条件，但下车时叶海辉还是

愣住了。地处偏僻山谷的湖南浏阳荷花

建新小学软硬件条件很差，就连正常的

大课间活动都无法开展。

看到学校的水泥场地未能得到充

分利用，叶海辉自费购买了油漆和工

具，与志愿者一起在地上画出羽毛球场

和五种不同样式的跳房子格，让学生大

课间活动玩出了花样；一有空暇，叶海

辉就去当“助教”，辅助团队中经验少的

年轻人。

短短几天，叶海辉就成了最受欢迎

的支教教师，孩子们整天粘着他“海哥

哥”长、“海哥哥”短地叫个不停，其他志

愿者都笑称他为“孩子王”。

后来，叶海辉继续参加西藏和青海

等站的“红粉笔”支教活动，并入选了

2011年“寻找最可爱的人”公益人物。

周义朋 / 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中心教授

扎根戈壁深处的“红柳”

周义朋黝黑的皮肤，质朴的外表，

话语不多，但在我国砂岩铀矿地浸行

业，却是个小有名气的“腕儿”。为了国

家核能事业，他扎根新疆戈壁荒滩 15

载，在野外五度春节，两次遭遇生命危

险，突破一道道科技难关，为我国铀矿

地浸事业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由他

主持设计并在新疆建成的微生物地浸

采铀工艺系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实

现工业化应用的微生物地浸采铀系

统。他曾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西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感动江西教育年度

人物等荣誉。

提到新疆戈壁滩，没有不知道死

亡之海“罗布泊”的。离家万里的周义

朋却扎根在与罗布泊一山之隔的戈壁

荒滩默默耕耘，只因那地下的战略资

源——被誉为“军工基石，核能粮仓”

的铀矿。

为了研发绿色高效铀矿采冶技术，

周义朋像候鸟一样“逐矿床而居”。在戈

壁滩，住“地窝子”和铁皮寝车，没有淡

水，夏季地表温度高达 80 多度，春秋两

季沙尘暴肆虐；乌孙山下，他经历过几十

年不遇的暴风雪和零下 30 多度的严

寒。为了保证试验全天候连续进行，周

义朋每年要在野外工作 9 个月以上，最

长连续工作11个多月没回家。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周义朋还要承

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次凌晨 3 点

多，试验现场突然停电，周义朋和电工在

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巡线排查故障，半

个小时内系统得以恢复，而他在巡线途

中掉进井坑把小腿磕伤。十几年来，为

了保证一个个试验顺利进行，他始终是

在这样的精神紧绷中度过的。

在野外现场，经常见到的周义朋是

裹着件满是泥土的迷彩工作服，扛着铁

锹，拖着管子，背着工具包……像极了工

地上的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位“科研民

工”，凭借着满腔热情，和团队成功解决

了高矿化度铀矿地浸世界性难题，盘活

了一座被认为“呆矿”的铀矿山。

十几年来，只要现场工作不停，周义

朋就全年无休。但尽管再忙，对学生总

能挤出时间。在野外项目基地，他把课

堂搬进矿山现场，除了手把手向学生传

授理论和实践知识，还开展专题讲座和

系列技术培训100多场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届又一

届在他身边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仿佛

“流水的兵”，而他就是那“铁打的营

盘”。毕业多年的学生电话联系时，第一

句总是“周老师，您还在新疆吗”，答复也

总是“是的，还在”。

周义朋把课堂搬进矿山一线，培养

了一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和企业技术人

才。如今，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核能领

域的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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