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获奖者：姚 勇
（四川省蓬安县教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姚勇，四川省蓬安县人。 写过

诗歌，当过教师，做过秘书，先后担
任蓬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镇区党委书记、县广播电视局长 、县民政局
长、县交通局长，2008 年 4 月任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以
来，铁腕治行风，激情搞课改，在变革的道路上守望幸福的
教育生活。

【颁奖词】
从政 20 余载，多岗任职，他用行动打破“隔行如隔山”的

断言；“做最好的自己，办更好的教育”，4 年多来，他将深陷泥
潭 10 余年的县域教育拖拽出来并使其昂扬向前；3 年来，他
引领全县 80 余所学校的数千教师和上万学生认识课改、了
解课改、践行课改、收获希望……他倡导推行的高效课堂正
逐渐成为该县教育的一张名片。 他就是四川省蓬安县教育的
领军人———姚勇。

中国区域课改共同体
大事记

誗2010年7月20日：“全
国区域课改首届局长峰会暨中

国区域课改共同体成立大会”

在郑州举行，中国区域课改共

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誗2010年8月18日：《中
国教师报》以8版联动的形式，

重磅推出了以《郑州变法》为题

的郑州市教育局区域教育发展

的典型经验。报道发出后，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中国

教育学刊》《基础教育课程》杂

志对郑州的道德课堂给予了跟

进报道。

誗2010年 8月 25日：为
发现总结更多典型区域的成功

课改经验，进一步推动区域教

育均衡发展，《中国教师报·区

域教育周刊》正式创刊。《区域

教育周刊》创刊以来，一直致力

于为区域教育领导者提供实现

均衡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新

思路，培植区域课改新动力，发

现并推出了一批区域课改的成

功样本。

誗2011年1月6日：河北
省邯郸市“‘强力提师能，创建

新课堂’活动”启动，邯郸市教

育局与中国教师报签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协议。

誗2011年3月4日：公益
性局长系列主题沙龙由《中国

教师报·区域教育周刊》倡议发

起，以课改为媒，与理想相约，

畅谈区域课改的实践探索，展

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新经验

和局长的教育智慧。2011年3

月 4日、18日，《中国教师报·

区域教育周刊》连续在中国教

育报刊社举办两次局长沙龙活

动，邀请全国各地近20位有思

想、善行动的教育局长，走进编

辑部，一起探讨教育发展、区域

均衡，共同谋划区域课改突围

之道。

誗2011年4月：教育发现
书系推出《课改立场———一个

区域教育的实践样本》一书，该

书是以《郑州变法》8版联动特

别报道为基础，扩充整理而成，

以媒体记者的视角记录并解读

了一个区域教育的脉动和由此

引发的变化。

誗2011年4月27日：《中
国教师报》推出了特别报道《区

域课改的“殷都试卷”》，报道围

绕区域教育面临的 8个考题，

一一解答，全面解读了河南省

安阳市殷都区整体推进课改的

经验。

誗2011年 5月 24日：全
国“科技与课改”研讨会暨中国

区域课改共同体（2011）年会

在郑州召开。

誗2011年7月3日：2011
“中国教育·香山论坛”在京开

坛，其中局长分论坛以“区域教

育：途径与方法”为题，共同就素

质教育的有效落实与区域均衡

的行动策略研究等进行了讨论。

同时，《中国教师报·区域教育周

刊》选聘首批高级顾问。

誗2011年12月23日，河
北省三河市教育局与中国教师

报签订了“全国区域课改培训

基地”建设的合作协议。

誗2012年 1月 4日：《中
国教师报》以《邯郸“学”步》为

题 9版联动，报道了河北省邯

郸市强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的经验，全面解读了邯郸“强

力提师能，创建新课堂”的课

改之路。

誗2012年 1月 7日：湖
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与

中国教师报联合举办樊城区

域课堂教学改革启动仪式，由

此正式拉开樊城区域课堂改

革的帷幕。

誗2012年 2月 23日：河
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和中国教师

报启动区域教育“郑州样本”

———道德课堂建设整体培训合

作项目。

誗2012年 4月 27日：郑
州市“区域课改样本”观摩会暨

第二届全国教育局长峰会将在

郑州举办。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 夏书芳

获奖者：李南沉
（河南省安阳市殷
都区区委书记）

【人物档案】
李 南 沉 ，1963 年

出生 ，博士学位 ，河南
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中国教师报》专栏
作者。 2004 年任殷都区区长，2009 年任殷都区
区委书记。 他有着强烈的教育情怀，对教育工
作不仅重视，而且引领；不仅引领，而且参与，
被誉为“教育书记”。

在他的引领下，“主体多元教育”在殷都区
得以确立，开启了主体多元教育改革，课改成
为当地最大的政治。

【颁奖词】
他，被誉为当代中国第一课改书记。 他将

课改置于“最大的民生、最大的政治”的高度，
唱响了殷都教育谋变的三部曲———投入 、引
智、筑魂。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改革家的胆识、
实干家的精神， 掀起了区域课改的万丈狂澜，
演绎出一份精彩的新课改“殷都试卷”，把殷都
教育带进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获奖者：赵浩军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赵浩军，1959 年出生， 河北广

平人。 现任河北省邯郸市教工委书
记、市教育局局长。 在赵浩军主政

邯郸教育的 9 年里， 该市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了一校一特色，
消除了千校一面的文化贫瘠现象；邯郸市义务教育基本消除
了择校现象，成为全国无择校城市。 在此基础上，2011 年，邯
郸市“1 号文件”出台，正式启动“强力提师能，创建新课堂”活
动，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新课堂”。

【颁奖词】
对教育，他怀有深沉的爱；对课改，他怀有独特的认识；

对课堂，他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活力。 他的身上流露着诗
人的气质、大将的风度、专家的魅力，他是邯郸教育的领军
者，带领着他的团队，创造着邯郸教育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他
是邯郸教育发展的设计者———赵浩军。

获奖者：田保华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
局长）

【人物档案】
田保华，1959 年出生，1980 年 12 月参加工作。 河

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河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
验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师报》专栏作者，
著有《教育即道德》一书。

2010 年 ，田保华在全国率先提出了 “道德课堂 ”
的全新理念。他提出，要让课堂充满道德的光辉，就是
让教师在道德的环境中进行有道德的教学，让课堂教
学的过程和结果都能符合道德的要求，让知识增长的
过程也成为学生人格发展的过程，让课堂充满生命的
活力。

【颁奖词】
他，是“道德课堂”的创立者，更是区域课改的引领

者。 他志在将自己的教育理想变成理想的教育，为此，
他热爱，他倾情，他投入，他执著，他痴迷，带出了一支
具有专业信仰、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教师队伍，建构
了一种“合乎道，至于德”的课堂生态，创建了一个区域
课改的“郑州样本”。他，就是课改达人———全国最著名
的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

获奖者： 蔡国兴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
教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蔡国兴，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君山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 湖南理工学院、湖
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他出身教育世家，毕业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10 年，历练行政工作 10 余载，终因难舍的教育情结，
于 2006 年 11 月回归教育并担任教育局长。 在他的
人生词典里，扉页上书写着：课改是一份信念，坚持
得越久远，影响的人就越多；课改是一份事业，追求
得越执著，参与的人就越多；课改更是一份功德，传
播得越广阔，惠及的人就越多。 在他的发展战略里，
强力推进课改，整体推进区域课改，是实现教育公平
和教育均衡的重要抓手。 他带领他的团队探索总结
出了以“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开
放式课改文化，实现了学习内容、方式、时间、场所和
管理的全面开放， 打开了湖南基础教育改革的第二
扇窗口，获得了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的肯定。

【颁奖词】
他是课改的“服务者”，总是习惯于行走在课堂

中；他是学习的表率，总是喜欢“理论联系实际”；他
是干部的榜样，总是在一线“密切联系群众”。 他将教
育当成一份功德， 在做功德的路上， 实现幸福的回
归。 他就是君山教育的主政者———蔡国兴。

获奖者：刘光胜
（湖北省襄阳市樊
城区教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刘光胜 ，1966 年

出生 ， 湖北襄阳人 。
1988 年 7 月毕业于宜昌师专教育管理专业，曾
任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团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党支部委员、副校长，襄阳市第十七中党支部副
书记、校长，襄樊市第二十四中党支部书记、校
长，樊城区教育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等职，2010
年 2 月就任樊城区委教工委书记、 区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

刘光胜提出了“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就是成长成才教育” 的新理
念，在他的倡议下，樊城教育系统联合新闻媒体
面向社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新时期优秀教师
标准”的征集活动，以此引导教师和家长转变传
统的育人理念。 他在引领樊城区全力实施带有
颠覆性质的“三究四学”课堂教学改革，更将樊
城引向真正的“学城”。

【颁奖词】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面对应试教育的种

种积弊，他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
以无私者无畏的责任担当， 毅然带领他的团
队开启了樊城教育二次革命的新征程 。 他坚
守教育的理想， 以智慧和审慎直面非议的考
验 ，将 “成长成才教育 ”这一素质教育新理念
落实在学校， 让课堂成为彰显人性 、 拔节生
命、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舞台。 他说，课改是
件“良心活”，他会做课改的“行者”，并义无反
顾地走下去。 他就是刘光胜。

获奖者： 张晓明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副
院长）

【人物档案】
张晓明，1963 年出生， 现任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副院长、党委委员。 1982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
理系，毕业后就职于黑龙江教育学院 ，历任黑龙江
省教育学院职教部教研室主任， 教务处副处长，科
研处处长、研究员和黑龙江省委派驻延寿县农村重
点工作指导督查组组长。

做学术型专业化的研培一体的管理者，是他多
年来一贯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他参与教育部政策研
制，融入国家级专家团队 ，被教育部及国家专业机
构聘为专家、委员 20 余次。 担任全国中小学校长培
训研究会副理事长；担任教育部师范司“国培计划”
优秀资源评审专家 ，任物理学科组组长 ；担任教育
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届中学优秀课例评审专家，
任理科组组长；在省内 ，被聘为省优秀科研成果终
评 “研究报告组 ”组长与龙江论坛成果评选 “教育
组”组长。

【颁奖词】
一个人三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 ， 还能与时俱

进、乐此不疲，这并非易事，但他却做到了 。 他 ，带
领着研培一体的省级专业团队 ， 黑土特色的积淀
与历练，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研培一体管理机制 。
他就是张晓明。

获奖者：苏永兴
（陕西省宝鸡市教
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苏永兴 ，1963 年

出生，陕西省岐山县人，大学本科学历，1980 年
8 月参加工作。 先后在岐山县 3 所中学任教。
1988 年 2 月转入行政工作， 先后在岐山县委、
宝鸡市民政局、市政府办公室任科员、科长，宝
鸡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10 年 4 月，任
宝鸡市教育局局长。

履新教育局长之初， 他提出把课改作为推
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的有
效载体，制定了理论支撑、专家引领、行政推动、
研培驱动、以校为主、先易后难的工作措施和行
动方案，仅两年多时间，全市实验学校从最初的
5 所发展到目前的 300 多所， 涵盖基础教育各
个学段，整体呈现出星火燎原、区域推进之势。

【颁奖词】
22 年，他从教师的岗位上退出来，重回教

育行业的时候，却到了局长的岗位上。 2 年见证
一段传奇，他让高效课堂在关中大地上扎根。

他认为，“选对的事情去做， 比把事情做对
更重要！ ”于是，他认准了正确的事，愿意“拿自
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他用“铁腕”式的行政推
动， 让课改之火在宝鸡这块沃土上燃成燎原之
势。 他就是西部课改的先行者———苏永兴。

获奖者：张卓玉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人物档案】
张卓玉，1957 年出生， 山西交

口县人，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2009 年 7 月出版《第二次教
育革命是否可能》一书。

身为分管基础教育教学的副厅长，他特立独行，每到一
地必定深入课堂听课，和教师、学生对话交流。 这种行走方式
为他积淀了丰厚的思想土壤，这种教育情怀构成了他生活中
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部分。 “我首先是一个教育人，然后才是一
位行政官员。 ”这是他的态度和立场。正如他在书的后记中所
说，“多年来，我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现实的体制内的世界
和理想的学术性的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两栖式的生活让他
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

【颁奖词】
他首先是一位教育人，然后才是一位行政官员。 他行走

在教育的最前沿，思考着教育“革命”。 他温和的外表背后，是
“革命”的主张和睿智的行动。 他是山西课改的一面旗帜，他
就是张卓玉！

获奖者：林 镛
（福建省大田县教育局局长）

【人物档案】
林镛，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

文系，早年当过知青，曾任乡镇党
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事

局局长等职务，2006 年 5 月至今担任福建省大田县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教育局局长。

林镛认为，课改是鉴别真教育与伪教育的试金石；课改
是辨别校长是否懂教育、肯抓教育的分水岭；课改是真正实
现均衡教育的唯一途径。

“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只要我们具有为民族的发展负责
的精神，只要课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压力
和阻力面前退缩，更何况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的教育工作者投
身于课改之中，也得到了更多领导的支持，作为课改理念的
推进者，我没有理由不甩开膀子、迈开步子，勇往直前。 ”林镛
如是说。

【颁奖词】
在重重的压力面前，他没有选择退缩，在众人的质疑面

前，他依然把改革进行到底，他就是福建省大田县教育局局
长林镛。 这位在外人看来斯斯文文、颇具书生气质的局长，以
不回头的倔劲，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县域课堂改革，成就
了大田教育的全国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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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聚焦区域课改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无法被忽略。他们是区域课改的真正推手，是区域均衡发展的设计者和引
领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行政官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教育均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课改。
他们，就是区域教育变革的推手；他们，代表着教育变革的力量。

推动人物：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