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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秀丽 河北省张家口市职教中心校长

为学生“量身定制”好课堂
1972 年，年仅 19 岁的汪秀丽踏上了三尺讲台，当

上了班主任。 “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她初为人师
的梦想。

为了这个朴素的梦想， 汪秀丽倾注了全部的时
间、心血和智慧，创造了最受学生欢迎的哲学课堂，教
给了学生受益一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辩证
思维方式，以春风般和煦的亲和力带出了最具凝聚力
的班集体。 每个假期，汪秀丽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劳动，
进入工厂学工， 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寒来暑
往， 她和一届届学生度过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初中、高
中时代。 每一届的学生都在毕业照上留下了这样一句
话：难忘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任校长 17 年来， 汪秀丽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者等多项荣誉。 现在，她正带领全校教职工全力冲刺
国家中职示范校这一奋斗目标。 在从未停歇的脚步
中，一个新的职教梦正在她的心中回荡，那就是：办世
界一流的中职学校，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
才，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立业兴邦，最终用“职教梦”托
起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谢小双 上海市杨浦区辛灵中学校长

不放弃一个学生
作为上海市杨浦区辛灵中学、风帆初职校这两所

特殊学校的校长、书记，谢小双在工作中始终以“对社
会负责 ”的高度使命感和 “一个都不放弃 ”的教育理
念，用“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奋力推动特殊教育事
业风雨兼程，负重前行。

当你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 ， 看到学生含泪鞠
躬 ，拥抱谢校长的一幕幕场面 ；当你在谢校长的案
头上 ，看到来自学生家长———监狱服刑人员的一封
封感谢信 ；当你在校园里看到已经离校的学生哭着
向谢校长求助的一声声呼唤 ；当你在风帆初职校的
专业技能展示会上 ， 看到孩子们簇拥着谢校长 ，展
示着自己的绝活 ，那一张张充满着自信的脸庞……
你会欣慰———从事特殊教育一样能享受桃李芬芳
的幸福 。

多年来 ，谢校长坚持 “用力拉一把 ，把孩子带回
正途”、“用心扶一程 ，为孩子迈向新途 ”、“用爱助一
力 ，让孩子拥有坦途 ”和 “用情谱一曲 ，替孩子重启
智途” 的工作理念， 带领着全体教师转化了无数对
生活和未来失去信心的学生，让那些曾经误入歧途、
身陷困境的孩子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重新
回归正途。

他用自己无私的奉献和博大的师爱，验证了德国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名言：“教育的本质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
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

俞国平 浙江省乐清育英学校小学分校校长

山沟里走出的特级教师
俞国平，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从山沟里走出的

特级教师 ，从事民办教育近 20 年 ，成为民办学校教
师教书育人的典型。 他 1990 年参加工作，在山区工
作 4 年，21 岁就获得温州市教坛新秀称号。 1994 年，
俞国平任教于民办学校乐清育英学校，近 20 年的民
办学校教学生涯，他潜心研究，不断成长。 1999 年获
温州市首届“双高课”评比第一名。 此后被评为浙江
省教坛新秀、省青年科研标兵、省名师培养对象。

2006 年，年仅 35 岁的他被评为省特级教师，成为
全省民办学校土生土长的特级教师第一人。 汶川地震
后，他发动学生主动接受省教育厅支教任务，到青川
县支教，写下万字支教手记。 他视学生为儿女，无论带
班还是担任业务领导，积极进行课程建设，落实素质
教育，主张还学生童年，把校园建设为“笑园”。 他大力
帮扶农村学校，结对乐清白石中心小学、瑞安红旗小

学等十余年。 他，一个从山沟里走出的特级教师，书写
了民办学校教书育人、专业发展的典型，也见证了温
州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

杨小玲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聋校教师

点亮聋哑孩子的人生
杨小玲在武汉市第一聋校舞蹈教师岗位从教 23

年，以广博的爱心塑造残疾学生健康心灵；以精湛的
教艺帮助残疾学生成人、成功、成才。 她被誉为残疾学
生圆梦的“鼓舞妈妈”。

她精于教学、“舞”出奇迹。 探索出“节奏传递法”、
“直观强化法”、“情感体验法”等一整套聋生舞蹈教学
法，自创的“呼吸传递法”应用于《千手观音》表演而征
服亿万观众，《星星，你好》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震
撼了全世界。

她培养出邰丽华、王志刚等一批全国残疾人顶尖
艺术人才；8 名学生进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更多的残
疾孩子或上大学继续深造，或走入社会正常就业。

她放弃留校、留京、高薪机会，坚守特教岗位 23
年，每天下班后为学生排练舞蹈 3 个多小时，相当于
工作了 33 年。 她成立“杨小玲特殊艺术工作室”，广播
火种，为省、市特教学校培训教师 40 多人次，为慕名
而来的全国各地区特教学校教师进行培训指导。

如今，武汉已成立了 1000 多个“杨小玲助残扶困
小组”，服务残疾困难学生和社会残障人士。 杨小玲的
行为，正在影响和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

胡遂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辈子做学生的心灵导师
42 年教师生涯， 她的课堂里永远是座无虚席；57

载人生岁月，她的脸上总是阳光灿烂。
她的第一学历是初中，如今却是“985”高校湖南

大学的博导。 她不是辅导员，不是班主任，也不是心理
教师，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但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
大批学生粉丝，聆听她吟唱唐诗宋词，分享她的人生
感悟，享受着她源源不断注入的正能量。

学生对她有许多尊称：“美女博导”、“妈妈老师”、
“湖大一姐”、“心灵导师”、“育人大师”。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热
爱本职工作，热爱学生，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享受学
生成长的幸福。 ”她这样定义自己。

她利用现代新媒体做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撰写
博文 100 多篇，点击量超过 13 万。 一旦得知个别学生
情绪冲动，她马上通过信息、邮件、BBS 做工作。

她，就是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遂。

刘开吉 重庆警察学院教授

始终坚持在一线
现年 63 岁的刘开吉， 年轻时曾在西藏日喀则当

过战术教官，此后长期在成都、云南等地的军事学院
教学。 1994 年，刘开吉进入重庆警察学院从事教学工
作。 从教 40 年来，刘开吉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 刘开
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上，坚持站讲
台， 坚持在一线面对面教学，1998 年至 2012 年底，连
续 15 年年均授课量达 300 学时以上。

在教学上，刘开吉遵循警察战术教学训练“综合
分层，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良性循环化”的特殊规
律，采取“法律、战术、技术、心理、体能”五位一体的教
学训练方法，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采
取情境模拟及案例教学等方法手段，让学生自己发现
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提升能力。

他曾被全院学生无记名投票评选为“同学们心中
最喜爱的老师” 第一名。 当 2011 级 25 区队课程结束
后，50 名学生都自发给刘开吉写信或发短信， 表达热
爱留恋之情，学生情真意切的语言，催人泪下。

同时，刘开吉将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作为重要师
责，依托专业优势，与时俱进，走出象牙塔。 不但使教
学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又使学生产生了对
老师及所传授知识的强力认同感。

刘占良 陕西省商洛中学教师

来自一线的“金牌教师”
刘占良， 自 1981 年加入教育战线，30 多年来，他

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
座右铭。 任教以来，曾 17 年长居课堂一线，担任班主
任工作，先后担任数学教研组长，高三年级数学备课
组长 ，学校教务处副主任 、主任 ，负责教学工作副校
长等职。

刘占良酷爱研究，善思考、勤实践。 教课之余，他
悉心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把研究作为教师
自我成长的根本途径，积极推广教育教学新方法。

他以德立己，为人谦和、善待学生、甘于奉献，用
自身言行催发学生道德品质的升华，以启发诱导促进
学生知识能力的提高。 他心系贫困学生，用爱心善举
资助寒门子弟走出困境，圆大学之梦。

优秀高尚的师德修养， 娴熟精巧的教学方法，严
谨细致的教研作风，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使刘占良
深受学生的欢迎、同仁的尊重和社会的赞誉，也使他
成为校内外广泛认可的“金牌教师”。

刘志 甘肃省兰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为孩子播下幸福的种子
1987 年，刘志从西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作

为一名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是到师范学校做一名得心
应手的教师，还是到幼儿园做一个自己也难以想象的
幼儿园教师？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选择。 在兰
州实验幼儿园老园长的再三努力下，她最终选择到兰
州实验幼儿园做一名幼儿教师。

刘志是那一届西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唯一到一
线幼儿园任教的毕业生。这一干就是 26 年。26 年的幼
教生涯，她从一名普通的幼儿园教师，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幼儿园园长， 带领着她的团队以专业的精神，实
现着办理想幼儿园的梦想。

多少年来，她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园，最后一个离
园 ，深入了解孩子的饮食 、午休 、教育教学活动开展
情况 。 她努力坚守教育原则 ，怀着一份自然 、朴实 、
宽厚的情怀， 倾听儿童心底的声音， 努力把幼儿园
建成一个多姿多彩的生态园， 让孩子们像幼儿园中
的山楂树一样沐浴着阳光雨露 ，自由 、自信 、饱满地
成长。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刘志充分发挥省级示
范性幼儿园的引领 、辐射 、带动作用 ，积极承担对农
村幼儿园的对口帮扶工作， 真心实意为帮扶幼儿园
出谋划策， 手把手地指导和开展各项工作， 从而使
对口帮扶幼儿园的办园质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她

还心系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幼儿教育发展， 多次
率领本园骨干教师赴甘南、定西等地开展支教活动，
为当地幼儿园的教师举办专题报告， 受到了幼教同
行的一致好评。

孔庆菊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二中教师

三尺讲台上的美丽格桑花
孔庆菊，一位农家出身的中学藏族女教师，为了

当地的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青海省最北端的祁连
大山中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了 20 个春秋。

在艰苦的环境里，与学生有着同样经历的孔庆菊
很快与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许多困难家
庭的孩子因得到她的资助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一批
批学困生在她的悉心教育下步入了先进的行列。 藏族
人认为，格桑花是最美丽的花，也是幸运花。 孔庆菊因
此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格桑花”。

20 年来， 曾经有过从事公务员或其他工作的机
遇，但孔庆菊都放弃了。 在当初选定的这条路上，她愿
意一直走下去。

在孔庆菊的教学生涯中， 不仅有执着的爱和坚
守，还有积极的进取和创新，她努力学习先进的教学
经验和方法，不断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
模式，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贫困山区民族教育特点的教
学方法和经验，为当地民族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8 年 ，孔庆菊被推荐为 “青海省师德师风报
告团 ”成员 ，在省内各州县进行巡回报告 。 20 年岁
月 ，祁连山下这朵藏家格桑花 ，将 2000 多名各民族
学子培育成才。 大爱无疆，智慧也在爱心中迸发。 孔
庆菊就这样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一位乡村女教师
的灿烂人生。

丑武江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让职教课堂“遍地开花”
丑武江是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技分院

畜牧兽医专业教师。 从教 24 年，他长期工作在专业教
学、生产和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如一位农夫抛洒着
汗水，守望着希望的麦田。

在培养农业类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的道路上，他
致力于畜牧兽医专业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在祖国西北
边陲率先创办“金牛班”订单教育模式，成为吃螃蟹的
第一人；他创立“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紧跟生产走”
的“动物防疫”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教学中又建立起
“三位导师制”，即学校班主任、专业指导教师、企业技
术员一起开展专业技术教育和德育工作，使学生专业
技能和职业道德素养得到同步发展，受到了用人单位
的认可和青睐。

不仅如此，他积极投身社会服务，与广大农牧民
心与心紧贴在一起，他创立的流动动物医院成为当地
农牧民畜禽养殖的守护神。 他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荣获第四届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榜样是一种力量，
指引着我们前行。2010
年以来，教育部联合中
央主要媒体和教育媒
体推选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几年来，一批教
艺精湛、师德高尚的教
师走进我们的视野。他
们来自不同的学段，来
自不同的地域，但一样
的是，他们拥有相同的
信仰，那就是为教育事
业而勤于钻研，为学生
发展而甘于奉献；他们
不仅在课堂上独当一
面，成为各自领域的教
学能手，同样，他们以
爱的名义倾其心智，成
为每一个孩子前行中
的明灯。

2013 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420”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发生后，张其星等8位优秀教师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舍小我
顾大家，为表彰这群英勇的教师，教育部为他们颁发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特别奖”。

2013 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特别奖获得者———
四川芦山“4·20”强烈地震抗震救灾优秀教师群体

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共和村小校长 张其星
芦山县芦山中学副校长 罗国锋
雅安市名山区第一中学教师 陈萍
雅安市名山区第一中学教师 高玉华

雅安市名山区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 郭昭祥
雅安中学教师 马开志
芦山县国张中学常务副校长 陈德蓉
雅安市天全中学副校长 薛春智

汪秀丽 谢小双 俞国平 杨小玲 胡 遂

刘开吉 刘占良 刘 志 孔庆菊 丑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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