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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学生眼中学问
好、师德佳、三观正的“女
神”博导；她是同行眼中
教学、科研、管理多面成
绩突出的专家型学者。
天津师范大学郝岚一门
四代与教师职业结下了
不解之缘，优良的师德家
风在血脉亲情中赓续传
承。百年时光里，他们不
忘教育初心，以实际行动
践行着师者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 本报记者 解成君

不畏浮云遮望眼
——天津郝岚一门四代的红色教育情怀

在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岚

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朴茂刚劲的字

“ 不 畏 浮 云 遮 望 眼 ，只 缘 身 在 最 高

层”。这幅字的书者是郝岚的外祖父

赵秉和。

20 世纪 80 年代，郝岚的母亲赵慕

平因没有评上中学一级教师职称，没

有分到房子，为此闷闷不乐。时年 77

岁的赵秉和专程从河北易县辗转两次

火车和长途汽车来到天津南郊，为女

儿赵慕平写下了这幅字，并对她说：

“为师者，育人才是你的最高追求，外

在的头衔帽子都如临川先生所言是

‘浮云’！”

2007 年，34 岁的郝岚评上了正高

职称，成为天津师范大学最年轻的文

科教授，母亲赵慕平亲手将这幅字送

给她。

代代接续“师范”缘

出生于教育世家的郝岚，从小就

与“师范”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她看

来，师范专业是最好的选择，教师是最

幸福的职业。在天津师范大学就读期

间，身为教师的外祖父不断给她写信，

鼓励她坚持做人民教师的理想。

大学毕业后，郝岚留在母校任教，

从教学秘书做起。工作之余，她一路

苦读，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硕士、在北

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从华东师范大

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到英国利兹大

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访学，29 岁评上副

教授、34 岁评上教授、44 岁成为博士

生导师。由于在科研、教学方面的突

出 成 绩 ，郝 岚 成 为 2016 年 天 津 市

“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

人选，获“天津市第十届教学名师”等

多项荣誉。

尽管郝岚的科研工作十分繁忙，

但她一直把“育人”放在工作的首要

位置。近年来，年轻人轻生案例频

发，社会上关于“空心人”和“躺平”的

讨论愈发激烈。郝岚在给 2018 级中

文师范班授课时，讲到歌德著名诗剧

《浮士德》，她决定结合作品让学生思

考和讨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在学

生经过一番辩论后，她引导学生思

考：“人的价值建立在自身之上就够

了吗？还需要社会化价值吗？”答案

当然是后者。郝岚趁机点拨：“为什

么你们宅在家里点了外卖还要拍照发

朋友圈？这是人的社会化需求。但那

是不够的，人还需要被尊重和自我价

值的实现。被尊重不是依靠鲜衣怒

马、美酒佳肴的照片，而是你为这个

世界做了什么积极的事。就如同浮士

德，人生有多个阶段，但他最满足的

时刻既不是有了爱人、生了一个俊美

的儿子，也不是做了高官获得封地，

而是理想实现时。做教师就是最幸福

的职业，因为你可以塑造和改变一个

人。希望未来的你们都能成为敬业而

优秀的教师。”这堂课之后，不少学生

发微博表示，郝岚是他们见过的“三

观最正的女神博导”。

郝岚对教师职业的热爱，源于家

族“教师基因”的传承。她的外祖父

赵秉和出生于 1911 年，师范学校毕业

后历任保定第二师范史地教员、唐县

教育局科长、燕京大学农事试验场教

员。后因卢沟桥事变，一家六口逃难

离开了北平。回到老家后，赵秉和在

晋察冀边区担任唐县第五区教育助

理，1938 年成为唐县第五区区长，后

辗转多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

晋中学、行唐中学教员。新中国成立

后，他历任涿县省立师范学校教导主

任、易县中学教导主任等职。

郝岚的母亲赵慕平曾就学于涿县

省立师范学校，1958 年到天津南郊的

小站小学任政治和语文教师，后因工

作出色调任区重点咸水沽第一中学任

教直至退休。在父亲的教导下，赵慕

平一生兢兢业业、爱生如子。她明白，

作为教师，职称不能代表全部，改变一

个孩子的一生更有意义。

郝岚在赵慕平退休多年后，更深

刻地感受到母亲作为普通教师的成功

与幸福。每年春节都有许多早年毕业

的学生来看望他们的“赵老师”。其中

一位学生叫赵秀林，年年都来，一直喊

赵慕平“老娘”。原来，上小学时赵慕

平是他的班主任，看到他冬天光脚穿

一双破棉鞋，脚生了冻疮，赵慕平就把

自己的袜子给他穿。家访时，赵慕平

得知赵秀林兄弟7个，母亲生他时难产

去世，家里穷困，于是不仅给他补课，

还默默接济他、鼓励他。在赵慕平的

影响下，赵秀林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

成为一名教师。赵慕平改变了学生的

一生，凭借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

温暖的爱。这就是教师职业的崇高和

价值所在。由此，郝岚明白了，为什么

母亲将外祖父那幅字给她时什么都没

说，因为母亲用行动告诉女儿“不畏浮

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含义。

红色基因血脉流

郝岚的家族不仅与教育行业密切

相连，更是与中国的革命历史和新中

国教育同呼吸共命运。

外祖父赵秉和的老家在河北省唐

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外祖父的第

一任妻子，就是赵慕平兄妹4人的亲生

母亲，29 岁时死于日本的细菌战。国

仇家恨让这个家庭深知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1940 年，赵秉和向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但是由于特殊年代

复杂的形势，这份申请历时45年，直到

1985 年，74 岁的赵秉和才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给赵慕平写

信说，他一辈子不记得自己的生日，这

个入党的日子未来就是他的生日。这

封信目前就珍藏在郝岚家中。

离休后，赵秉和在易县学校义务

宣讲晋察冀边区的抗日历史，自 1987

年起连续6年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直到 1994 年他 83 岁时，还给郝岚写

信，祝贺她在大学期间入党，并告诉郝

岚他高龄重病却仍生命顽强的动力所

在：“我若再健生3年，能望见收回香港

的喜讯，才能高兴地上天去和马克思

谈欢！”在外祖父的耳濡目染之下，郝

岚也常常教育学生“国事家事天下事”

要事事关心。

郝岚不仅是一位专业精湛的好老

师，在教学管理和党务行政工作上也

成效显著。在担任天津师大文学院教

学副院长的8年中，她积极拓展管理育

人的内涵，用服务之心为青年教师发

展和教学能力建设搭建平台，为文学

院教师营造了敬岗乐业、积极探索的

教学环境；她以学术科研班、五四论文

大赛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多种个性发

展的平台。2015 年-2018 年担任天津

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时，郝岚讲

的党课深入浅出，有历史深度、有当下

关切，她让学生理性思考自己的政治

信仰，作出郑重的入党选择，文学院的

党员发展工作一直是全校的标杆。现

在，郝岚担任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

世界文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天津师范

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她对自己

的每个岗位都有思考、有研究，促进了

学校管理人员在管理与研究上的良好

风气。

郝岚这一代算上堂兄弟姊妹 10

人，加上各自的配偶，在教育界工作

的人中有 7 名中共党员，现任和曾任

党委书记、支部书记的有 5 人。他们

舍小家、顾大家，在各个岗位上将党

和国家的需要放在首位。2018 年 8

月，六弟郝坤克服家人身患癌症的困

难，受天津市委组织部委派作为柔性

援派专业技术人才赴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支援，为西部教

育发展作出贡献。

教育世家薪火传

从外祖父母到表侄女，郝岚家族

四代共有 13 人先后工作在教育一线。

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教学层次分布均

匀，其中包括大学教师 1 人、军事院校

教师 1 人、中学教师 6 人、中职教师 1

人、小学教师3名、学前教育教师1人。

郝岚的哥哥郝清毕业于天津美术

学院师范系，任教于咸水沽第三中学，

教美术科目，带出了不少优秀学生，个

人的专业能力也十分突出，曾在日本

开设个人画展，还加入了天津市美术

家协会；郝岚的丈夫曾在军校担任文

化课教员 8 年。郝岚的堂兄弟姊妹中

大哥、三哥、三嫂、三姐、六弟、弟媳、表

侄女等都是教师。

不仅如此，中青年一代以郝岚为

代表，在教育战线上个个是精兵强将，

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堂兄弟中的三哥郝玉科是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校长，曾

入选天津市中小学“未来教育家奠基

工程”，被授予天津市滨海新区首届

“十佳校长”等荣誉称号。

三姐郝运运毕业于天津体育大学

体育教育专业，现任教于天津市滨海

新区大港第一中学，2015年获“天津市

优秀体育个人”称号。

弟媳陈云霞任教于天津市滨海新

区大港第二小学，2021 年在天津市基

础教育“教育创新”论文评选中获市级

“三等奖”。

郝岚 27 年来以科研促教学，主持

完成多个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

项目、天津市社科项目、教育体制改革

试点项目。

自己的孩子还小，郝岚就把爱党爱

国、踏实奉献的教育梦想讲给表侄女。

郝岚的姑姑从小就很疼爱郝岚，把她当

成自己的孩子，两家人常来常往。因

此，表弟的女儿孙榕鞠与她特别亲近，

并以郝岚为榜样，从小立志做教师。如

今，孙榕鞠已经是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

第一幼儿园的一名优秀教师。

每次孙榕鞠到郝岚家里，她们都

会在书房聊一会，外祖父赵秉和写的

那幅字就挂在墙上。郝岚告诉年轻的

表侄女，教师不能有“匠气”，当一名

好老师的秘诀就是勤思考、多研究，

要有教育追求。如今，出生于 1996 年

的孙榕鞠已经成了这个教育世家的新

一代代表：入职仅 6 年已是入党积极

分子，2020 年疫情期间，她对“云上家

长会”的思考与实践获全国幼儿园

“优秀论文和优秀案例”征文比赛二

等奖；案例《橘子的秘密》获第十届全

国幼儿园“优秀论文和优秀活动案

例”征文比赛三等奖……在不断学习

和工作中，她充分体会到教育思考的

乐趣，也感受到教育世家给予她的力

量和责任。

如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

在最高层”已成为赵秉和祖孙四代人

共同的教育信念，在家族中传承。荣

耀与奖章背后积淀的是教育世家不断

传承的师德家风，诠释的是师道的守

望与延续。传道、授业、解惑，百年时

光里，他们的教育初心未变，以实际行

动践行着师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教育使命。

1978年，赵慕平（前排左四）与毕业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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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母亲赵慕平：天津市津南区

咸水沽第一中学退休教师

我生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此

非常懂得和平的珍贵。作为一个山

里的女娃，在那个年代能上学，主要

是因为我们老家是革命老区，思想

开明，我的父亲又是教育工作者，言

传身教。父亲总说：“得到越多，付

出就越多！做事情永远都有困难，

但是与战争年代比起来，都不算什

么。”我今年 86 岁，做不了什么，但

是孙男娣女们来看我，我就鼓励他

们：“所有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人要乐观，活着得有韧性、有高级点

的目标，虽然我们就是普通人，但也

得有职业操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就很棒，做教育更是这样！”

●郝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教授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

最高层”本是外公鼓励母亲的话

语，代表了战争年代里老一辈教育

人的境界。对于外祖父那一代人

来说，“浮云”就是国难家仇，没有

地方“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只有

追随中国共产党，才有人民安居乐

业；只有坚信教育的力量，国家才

能强大。我的母亲是第二代教育

工作者，正值改革开放，“浮云”也

许是现实的职称、房子，但这些都

不及体会到教育的成就时给予人

的高层次满足感；对于第三代的我

们来说，“浮云”更多的是懈怠和自

满，我们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培养，

读书、出国，但想要身处精神的“最

高层”，只有永葆教育激情，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毫不懈怠、不断追

求；对于我的学生一代和新的教育

工作者来说，“浮云”就是“躺平”和

“空心人”，只要体会到给予和思考

的乐趣，感受到了力量和责任，他

们就会体会到人的价值。

●三堂哥郝玉科：天津市滨海

新区大港英语实验小学书记、校长

我们是个大家庭，交流特别

多。当我成为一名教师后，回望童

年时的人和事，二婶赵慕平在我成

长轨迹中留有最深的痕迹。她的言

传身教让我受用一辈子。

我从教 38 年，先后在 5 所小学

担任副校长、校长，现在仍从事校长

工作。二婶总提醒我：要做研究型

校长，更要勇挑重担。自1989年主

持天津市大港区上古林小学工作以

来，我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14 个，专

项研究使我任校长的学校个个办学

特色鲜明。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二

婶，总能碰到许多已经做了爷爷奶

奶的人探望他们已经退休 30 多年

的“赵老师”，这场景让我非常感

动。二婶使我认识到：教育是一种

长及一生的关怀，是师生之间爱的

互动。我希望自己从教育岗位上退

下来时，也会有学生记得我，那才是

对我教育工作的最大肯定。

●表侄女孙榕鞠：天津市滨海

新区海滨一幼教师

假如在过去的时光中搜寻我崇

拜人的影子，那么肯定是表姑郝

岚。作为女教师，她读书、出国、写

书样样出色，婚姻、家庭、工作都没

落下，还总带着云淡风轻的正能量，

给我们90后女生做了个好榜样，我

是她的“粉丝”。

在这个联系紧密的大家庭里有

亲情、有追求，身为其中一员的我特

别自豪、特别骄傲！表姑总是告诉

我，工作、学习不能只是完成任务，要

多思考、多动笔。她的鼓励激发了我

的写作热情，我工作时间不长已有6

篇论文获奖。表姑敬岗乐业、勇于奉

献的精神激励我努力工作。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我志愿加入

社区防疫队伍，每天忙碌7个小时。

在做好社区防疫工作的同时，幼儿园

的本职工作、滨海新区教体局的“主

播”任务也都出色完成了。

作为教育世家的第四代，我要

把祖辈的教育情怀、教育精神传承

下去并发扬光大。虽然我只是一名

90后幼儿教师，但我会努力用爱和

智慧与学生展开对话，成就孩子的

一生。

师德家风代代传

1978年郝岚、郝清与母亲一起看望外祖父母

郝岚与2021年毕业的硕博士一起合影

1988年，赵秉和为勉励女儿赵慕平题字

献给第 个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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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