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月 8 日是我国
第 七 个 “全 民 健 身
日”，位于三峡库区的
湖北省秭归县实验小
学学生通过练习空竹
等健身活动迎接这个
节日， 并倡导全民健
身，快乐运动，享受生
活。 图为该校学生在
练习空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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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届世界大学生和平
大使选拔赛启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崔斌斌 ）
日前 ， 第 27 届世界大学生和平大
使选拔赛暨第 11 届大学生和平大
使选拔赛在京启动 。 “世界大学生
和平大使选拔赛 ”和 “世界小姐 ”、
“环球小姐”、“国际小姐 ”选拔赛一
起被列为 “四大著名国际活动 ”，该
赛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
世界大学校长国际联合会发起 ，各
国在校大学生参与的公益赛事 ，旨
在通过从在校大学生中选出和平
大使 ，进行国际文化交流 ，参加国
际慈善与和平活动 ，向全世界传播
和平讯息。

2015 中国在线教育百强榜
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刘亚文 ） 近
日 ，由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指
导 ，中教新媒 、中培新媒主办的首
届 中 国 在 线 教 育 百 强 发 布 会 暨
2015 中国在线教育产业峰会在京
举行 。 大会发布了 “中国在线教育
百强”名单，正保远程教育 、华图教
育 、 尚德机构等入围榜单前十强 。
据悉 ，本届评选于今年 6 月正式启
动 ， 吸引了数百家互联网教育公
司 、在线教育公司 、网络培训机构
参与。

全媒体宣传助力江苏教育
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孙陆培） 8 月
7 日 ，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全媒体
新闻宣传 “‘强富美高 ’ 新江苏·
教育在行动 ” 启动仪式在江苏南
京举行 。

据悉，此次活动中，江苏教育报
刊总社将发挥全媒体优势，通过报、
刊、网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 ，
深入报道“十二五”期间江苏各地教
育改革发展情况， 同时倾听社会各
界人士的教育期待。

国内外高中生福安比拼奥数
本报讯 （记者 孙和保 ） 日前 ，

为期 5 天的中国东南地区 （国际 ）
数学奥林匹克活动在福建省福安
市第一中学拉开帷幕。 近百所著名
中学的 800 多名高中生参加了此
次活动 ， 这些学生来自菲律宾 、泰
国、马来西亚及北京 、上海 、浙江等
14 个省份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
政区。

据悉， 此次数学奥林匹克活动
主要由 3 部分构成，包括专家讲座、
考试和科普考察。 该活动自 2004 年
开办以来已举办 11 届，是目前国内
高中生数学奥林匹克最高级别的活
动之一。

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所第
四届年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宋鸽） 近日，由
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所主办、 山东
省新泰市教育局与新泰市第一实验
小学承办的 “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
所第四届年会暨第四届中国李镇西
式好教师颁奖典礼”召开。 本届年会
为期两天 ，以 “团队 、平台与自我成
长”为主题。 来自甘肃、吉林、广东、
贵州等 16 个省份的专家、学者及全
国各地的知名校长、 一线教师代表
共 800 余人参加此次年会。

中韩学生自拍自导电影展映
本报讯（通讯员 延军） 与偶像

一起走红毯，接受媒体采访，分享拍
摄心得，展映自己的作品……近日，
第五届 “CJ CGV 多多的电影教室”
中韩青少年影视创作夏令营在辽宁
省沈阳市落幕。 为期 7 天的活动中，
50 多名中韩学生被分为 6 个小组，
在中韩专业电影人士的指导下学习
电影基础知识、创作编写剧本、制作
分镜头脚本， 直至最后完成剪辑制
作、参与宣传发布等全过程。

“CJ CGV多多的电影教室”的创
意灵感来自于经典电影———《天堂电
影院》。为了让热爱电影并拥有电影梦
想的孩子们圆梦，CJ 集团旗下的院线
品牌 CGV 与共青团联合打造了这一
电影创作公益活动。 据悉，该项目在
中国已举办四届，帮助 200 余名孩子
点燃了电影梦想。

海峡两岸教育大联盟探索
教育资源共享

本报讯 （记者 金锐 ） 日前 ，
“首届海峡两岸教育大联盟暨学科
网和台湾京尼集团战略合作发布
会”在京举行。 活动现场，学科网与
台湾京尼集团宣告双方的战略合作
正式启动。 据悉，学科网作为 K12 教
育信息化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 ，
服务了 1500 多万用户和 3 万多所学
校 ， 而台湾京尼集团已服务超过
1100 家培训机构。 未来，双方将在教
育领域的资源内容、智能化硬件、渠
道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合作， 真正实
现两岸教育资源共享。

福建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
育分会 2015年年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孙和保） 近日，
福建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育分会
2015 年年会在福建省泰宁县举办 。
活动以“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为主
题， 特级教师、“福建省杰出人民教
师”陈华忠结合自己的课题研究《如
何抓准教学 “核心问题 ”》作了主题
报告，全省 700 余名教师参加了此次
活动。

投票可扫
描关注中
国教育新
闻 网 、 好
老师微信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推选展示活动网络投票规则
1．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8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开通了投票通道，也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好老师”（edumedia100）,点击微信菜单中的
“好老师”选项投票。

2． 投票范围为主办单位公布的候选人共 82 名。
候选人通过各省份推选、专家推荐、组委会推荐以及
个人自荐等方式产生，排名不分先后。

3． 投票可以在电脑端或手机端进行。 投票前可
以点击照片或姓名阅读候选人基本情况和事迹介绍。

4． 每个用户全程限投 1 张选票，每张选票限投
30 人，对同一候选人限投 1 票，否则视为无效票。 在
投票过程中，不显示候选人得票结果。

5． 本次推选活动坚持群众自愿投票原则，一律
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给特定
候选人等弄虚作假行为。 严禁采用任何技术手段进
行投票舞弊 。 举办单位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010-
82296773。

01 常根元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中心小学教师
02 陈 玲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
03 陈小玲 广东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04 成采霞 甘肃省兰州市实验幼儿园教师
05 褚 潇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教师
06 杜永峰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
07 范妹锁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长凝镇东长凝小学教师
08 冯国凡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09 冯运芳 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路小学教师
10 傅钢善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11 高进儒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八一中学教师
12 葛明霞 浙江宁海县跃龙教育集团跃龙中学教师
13 顾晨葵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万寿小学
14 桂贤娣 湖北省武汉市钟家村小学教师
15 何桂琴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回民中学教师
16 呼秀珍 陕西省咸阳道北铁中教师
17 江榕霞 福建省厦门信息学校教师
18 姜 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中心小学校教师
19 孔庆菊 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二中教师
20 李凤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五中学教师
21 李甫花 河南省兰考县南彰镇肖庄小学教师
22 李 广 河北省围场县哈里哈乡莫里莫村幼儿园教师
23 李丕昆 广西北流市六麻镇南山小学长田分校教师
24 李树良 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小学教师
25 李乡旺 西南林业大学教授
26 林章植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大埠乡下坑小学教师

27 刘开吉 重庆警察学院教授
28 刘玲琍 湖南省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29 刘清华 辽宁省普兰店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30 刘世民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31 刘 轶 贵州省遵义市文化小学教师
32 刘占良 陕西省商洛中学教师
33 刘仲华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34 陆苏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高级中学教师
35 吕 敏 安徽省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36 马笑冰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峪耳崖小学校长
37 孟毅亮 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圪台坪教学点教师
38 莫振高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校长
39 莫尊理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40 聂建国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
41 农加贵 云南省广南县落松地村小学教师
42 秦开美 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教师
43 茹振钢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
44 邵海霞 江苏省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
45 施 杞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
46 石建德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小学教师
47 硕忍巴巴 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西泥沟村完全小学教师
48 苏德矿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49 苏慧敏 广西都安县大兴乡林堂小学教师
50 孙五一 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师
51 谈华楼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教师
52 陶文铨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53 万 绘 江苏省宝应县夏集镇郭桥小学教师
54 万俊人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55 王 峰 辽宁省沈阳市第六十中学教师
56 王金花 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番打小学教师
57 王美荣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潘集镇后圩小学教师
58 王 苹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教师
59 王清文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
60 王伟娜 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小学教师
61 王卫民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白瓜小学校长
62 王小红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天柱山乡邓源小学教师
63 旺 庆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完全小学教师
64 魏 敏 贵州省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师
65 乌 兰 内蒙古锡林郭勒镶黄旗蒙中教师
66 轩云湘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中学教师
67 杨小玲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教师
68 叶德元 四川省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教师
69 于 漪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教师
70 余婷婷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
71 泽仁拉措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拉萨中学教师
72 张斌艳 湖南省吉首市丹青镇樟武教学点教师
73 张国伟 西北大学教授
74 张 伟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秋渠乡第一初级中学校长
75 张 俞 贵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76 张正竹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
77 张宗茂 重庆市彭水县龙溪乡水田村小学教师
78 赵虹杰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中学教师
79 赵同花 山东省临邑县临南镇育才学区小学校长
80 钟帼珍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初级中学教师
81 周丽娜 新疆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中心双语幼儿园教师
82 朱永春 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桐乡三中教师

2014 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师范
大学看望慰问教师并发表重要讲话 ，号召全国广大
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引导和支持
广大教师牢记总书记嘱托 ，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 好老师， 中国教育报刊社于 2014 年 9 月联
合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工委 、教育厅 （教
委），携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新闻中心 、

教育新闻媒体共同开展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
推选展示活动，面向社会和学校广泛征集和推选学
生喜欢、家长称赞、社会公认的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推选展示活动分为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推选展示和全国推选展示两个阶
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选展示活动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部门推选，从 2014 年 9 月启动，持续

到 2015 年 5 月。 全国的推选展示活动将通过中国教
育报刊社所属媒体进行推选，从 2015 年 6 月启动，将
于 9 月结束。

目前，经过各省份公开推选、专家推荐、活动组委
会推荐以及个人自荐，全国范围内的推选展示活动已
经展开，将向社会推介展示 82 位“党和人民满意的好
老师”候选人。

从 8 月 8 日到 8 月 28 日， 活动组委会将各位候

选人的事迹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新
闻网、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好老师微信上推介展示
并进行网络投票。 最后将由有关专家、教育部门负责
人、师生和家长代表组成评委会，根据评委意见、社会
评价、网络投票、微信点赞等综合情况，最终推选出 30
名“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中国教育报刊社
2015 年 8 月 8 日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推选展示活动候选人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推选展示活动启事

编号 姓名 单位

（上接 1 版）
在李虹霞的陪伴与指导下，大量的阅读

与坚持写作， 让小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 有一天，哥哥小华给李虹霞打来电话，不
解地问：“李老师，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灵丹
妙药？ 他现在回家可爱看书了！ ”不仅如此，
如今的小彬还爱上了写作，在《我们的语文
老师》这篇作文中，他写道：刚来时，我早已
陷入绝望的境地。 李老师给我们买了许多
书，我一看就喜欢上了。 没想到读书这么好，
我从此爱上了读书。

于永正看到这篇文章后， 欣喜地批道：
很高兴，终于看到你的大转变，很惊喜！李老
师好哇，不要忘记恩师。

幸福教室的孩子们当然不会忘记他们
的李老师。

学生小含因为父母工作关系调动，不得
不转学到杭州就读， 但离开了幸福教室的
她，始终对李老师恋恋不舍，她说，“回到杭
州，我几乎每天都会做幸福教室梦”。 看着女
儿如此眷念，一年后，小含的妈妈放弃了工
作，带着她重回幸福教室，让小含重新找回
了久违的幸福感。

有几年，李虹霞跨年级教两个班级。 一
个学期初，高年级的学生家长在得知李虹霞
将要只教一个低年级班时，全班学生家长都
急了。 众家长联名写信强烈要求她留任，学
生甚至放言“你要不教，我便不读”。无奈，学
校只好请李虹霞继续受累，同时带两个班。

但只要与学生在一起，李虹霞就感觉浑
身都充满了力量。于永正说，倘若离开学生，
很难想象她会怎样生活。离开幸福教室的那
段日子，李虹霞按捺不住心中的挂念，网络
传情， 她在博文中写道：“无法一个个问起，
但是，哪一个都是我永远的挂念！ 你们注定
是我今生最难以忘怀的一群天使。 ”

成为那个手持鲜花、满眼阳光的人

“每一个关键时刻， 给孩子的肯定、帮
助， 可能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李

虹霞一直认为，“在合适的时候给学生合适
的东西很重要”。 所以，近年来，她从来都不
敢懈怠、不知疲倦。

也正是这种一直向前的闯劲，让李虹霞
内心变得强大，内蕴变得深厚。 她不喜欢逃
避任何困难与挫折。

有教师听了李虹霞的课，连连摇头———
你看她朗读得那么好，我哪有那水平？ 我不
行！ 你看她挑选的音乐那么合适，我去哪儿
找？ 不行！ 你看她读过那么多书，我哪有那
么多时间？不行！你看她的空间多大，我哪里
有这样的自由？ 不行……

“他们不知道，我的朗读是练了多少年
才练好的，我选的音乐是从几百首曲子里精
挑出来的，我以前也不爱读书，是从事小学
教学后才开始大量阅读的！ ”李虹霞笑着说，
“所有的事情，不是等都准备好了才开始，教
学相长啊。 ”

刚踏入小学语文教育的大门时，李虹霞
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近乎疯狂地阅读
各类教学文章，后来甚至萌生一个想法———
拜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永正为师！在她几经
软磨硬泡后， 于永正感念她的诚恳与努力，
居然正式收她为徒。

李虹霞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经常打
电话向师傅请教语文教学中的各种难题，有
时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她将师傅的朗读用录
音笔录下来，逐字逐句模仿到凌晨……甚至
有一次，当她得知师傅要到山东省东营市讲
学，她从高速路口半路“劫车”，就为了让师
傅给她指导读一首小诗。 当两个人在高速路
口比比划划、深情朗读时，许多车主都摇下
车窗，仿佛看到了外星人。

于永正甚至送李虹霞一个外号———“拼
命三郎”，并说，“追求完美若此，追求至善若
此，岂能教不好语文？ ”

李虹霞的“拼”还不仅限于此。 当她同
时带两个年级的语文课时 ， 一周 24 个课
时，常常要来回在两个班级之间奔跑。 “办
公室在 3 楼， 一年级在 1 楼， 四年级在 4
楼 ，我下课后根本来不及与人说话 ，甚至

来不及上厕所，就要赶往下一个班级。 ”李
虹霞说。

白天，李虹霞没有午休，当孩子们都去
吃饭时，她要把所有学生的作业都批改完才
去简单吃两口；晚上她还要同时管理两个班
的博客和自己的博客，常常忙到深夜。

学生也体谅她的辛苦。 一次，李虹霞给一
年级学生上《我要变》这堂课时，学生们纷纷
举手说：我要变成一条围巾，给老师戴上；我
要变成一颗药丸，给老师润润喉；我要变成一
个马桶， 让老师可以方便上厕所……孩子的
话，让李虹霞哭笑不得，却又备感温馨。

正是在不断地逼迫自己前进的路上，李
虹霞从起初的一名普通教师，4 年多就迅速
成长为一名特级教师。

而在苦学之中， 李虹霞从一个模仿者，逐
渐成为一个创造者。李虹霞如今所取得的成果，
关乎勤奋，也关乎天赋。 她自创的“统合教学
法”，还原了一个整体而且与其他学科有机联系
的“语文”，获得全国目标教学特等奖；她的幸福
课程成就了一批在书法、乐器、朗读、讲演等多
方面素养出类拔萃的学生。 李虹霞书写的幸福
教育奇迹，一度让美国最佳教师雷夫摇头表示
“不相信”，他猜测幸福教室“不是一个班级”，而
是由各个班抽调的优秀学生组合而成。

一路行走，如今的李虹霞，又面临一次
新的幸福征程。当她从北海双语学校调至北
京的“牛校”———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回
望来时路， 她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教育之
路，并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追求。

痴狂。 她说，为了学生真的可以不惜一
切代价。

善良。 她说，无论到哪儿，我坚信与人相
处只需要付出真诚与善良，而不需要技巧。

天使。 她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教
育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花”，教师
就要成为那个手持鲜花、满眼阳光的人。

“一个视教育如生命的人，爱学生如己
出的人，她所从事的教育会无比璀璨。”于永
正坚信，爱徒李虹霞正行走在一条光明的坦
途上，而且将愈行愈远。

李虹霞：做“痴狂”的幸福传递者 中国教师报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
和通讯员。 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投稿邮箱：zgjsbxinwen@163.com）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