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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浙江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感言
丁 剑
携手共筑青少年拒毒屏障
很荣幸获得 2018 浙江教育年
度影响力人物，这是社会各界对温
州市鹿城实验中学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的认同和鼓励。
很多人认为禁毒就是打击毒
贩、劝诫吸毒者，其实不然。禁毒工
作 的 确 要 做“ 减 法 ”，减 少 吸 毒 人
员。然而，如果预防工作不到位，做
“减法”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做
好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是禁毒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在的在校学生，有着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健康的家庭氛
围，自然不会涉毒吸毒。但是未来他们会步入社会，面对复杂
的社会环境，若没有坚定的拒绝毒品意识，就很可能因为吸毒
涉毒而颓废。同时，青少年的好奇心较强，自控能力也较弱，有
针对性地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很重要。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决心担负起学校教育的责
任，把对在校学生做好毒品预防教育列入学校的德育工作计
划。我们在学校大张旗鼓地举办“6·26”禁毒教育周活动、针对
新生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还面向全体师生组织禁毒主题晨
会。组织这些活动，都是希望在学生的脑海中，根植毒品有害、
拒绝毒品的意识，使之在未来的人生中，不吸毒、不涉毒，有一
个健康无悔的人生。
现阶段学生学业压力大，学校的教育教学任务也较多，容
易忽视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然而这项工作对学生的一生意
义深远。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校携起手来，筑起一道青少年拒
毒的屏障。

何荣林
病魔也挡不住我与学生并肩前行
我是衢州市衢江区
后溪镇初级中学的一名
普普通通的教师，非常荣
幸被评为 2018 浙江教育
年度影响力人物。这是
一 份 信 任 ，更 是 一 种 激
励。我想用三个词来表
达我的心情。
第一个词是感谢。
感谢浙江教育报对我的肯定和认可，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关心
及鼓励，感谢我亲爱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及社会各界的好
心人士对我的爱护、信任、支持及帮助。这些都将幻化成我战
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以及今后努力工作的鞭策和动力。
第二个词是奉献。作为一名从事 37 年教育的乡村教师，
我始终热爱自己的职业，深深懂得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37
年来，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教育教学
中。身患癌症，全胃切除的我，在患病期间心心念念的还是班
里所带的 41 个初三学生，得知原来自己教的班级数学平均成
绩退步，并被其他班级赶超，我心急火燎，恨不得从病床上爬起
来，冲上讲台。后来，我突发奇想，通过微信为学生出题批改、
讲解纠错，每日一题。即使在病床上，我也一边化疗，一边出
题，整个寒假里一天也没有落下。第 8 次化疗还未结束，我就
毅然决定重返校园，站上魂牵梦萦的讲台，与一起奋战了两年
多的学生们并肩迎接中考。我要履行对学生们的承诺，即使倒
下，我也要倒在讲台上。
第三个词是坚守。三尺讲台天地宽，方寸教室情满怀。
我舍不得从事多年的教育事业，舍不得与我一同作战的同事
们，更舍不得和我朝夕相处的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
更饱满的精神、更顽强的作风，投入到我挚爱的教育事业中。
我深深知道，我坚守的不仅仅是讲台，更是我对世界、对学生
的深情。

余 鹂
总有一些人和我在一起
我曾辗转多所城乡学校，担任过
学科教师、班主任、教研员、校长，其
间有过一段连续 8 年为聋哑孩子讲
述童话故事的特殊教育经历，还先后
赴西藏、新疆、江西等地支教。无论
是在什么岗位上，我都热情饱满、心
怀梦想。
在从事小学语文教学 22 年、担任班主任 12 年期间，我每
天坚持和孩子们共写随笔。任教研员时，我利用闲暇时间创办
“教师读书俱乐部”
，活动持续 8 年；我还建起了 3 个专家工作室
和全国唯一的小学语文博物馆分馆，培养了大批骨干教师。同
时，作为省市妇代会代表、区政协委员，我积极助力公益事业，
躬身基层做好巾帼楷模。
2015 年，带着思考我再次回到农村，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
起践行乡村教育理念，探索症结所在，寻找理想出路，为乡村教
育奔走呼吁。我每天坚持记录“乡村笔记”，现在已经记录了 9
本 60 多个故事；每周五晚还在微信公众号“万田时光”推文，改
变乡村孩子的闲暇生活。
接下去的这条路也许还很长，但我很庆幸，因为一路走来
总有一些人和我在一起，正如万田乡中心学校操场上挺立的两
棵梧桐，一直陪伴守望。

陈晓雯
让山区小学唱响音乐之声

章伟君
把爱洒向每一个孩子

入选 2018 浙江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倍感意
外与惊喜。获此殊荣，要感谢省教育厅和省教育报
刊总社的精心组织，感恩所有遇见的人，感恩一切
经历的事。
2015 年，在扎根农村第 17 个年头，我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申请
调至薄弱山区学校乐清市大荆镇第六小学。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自己是学校
300 多名学生唯一的音乐教师。
为了把音乐的种子在这所学校播得更远、种得更深，我利用午休、放学时
间组建起学校的合唱团、军鼓队、舞蹈团和广播操队。我和学生们坚持每天
中午开展“笛声悠扬，每日一刻”活动。通过自学、
“ 小老师”指导、小组合作等
学习方式，让悠扬的笛声传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趁热打铁，我又帮助学
生将竖笛演奏方法迁移至其他乐器的演奏上。就这样，学校从曾经的零乐器
演奏，发展到现在每位学生都能独立演奏乐器。有的学生甚至还能演奏多件
乐器。
扎根农村教育 21 年，我深知这片土地的温度，它曾以最温软的怀抱滋润了
我，给予我茁壮成长的力量。余生我愿化作一棵树，呵护这片土地上孩子的成
长之梦。

作为来自学前教育一
线的教师代表，能够获此
殊荣，充分体现了党组织
和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的
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从教 30 年来，我一直
坚守学前教育阵地，以“培
养健康快乐的孩子”为教
育追求，潜心研究教学，逐
渐形成同伴互动式的教育教学风格，引领孩子们快
乐生活、游戏、学习。同时致力于亲情、安全、健康、
阅 读 等 多 领 域 的 教 育 实 践 研 究 ，获 得 了 丰 硕 的 果
实。我以“打造优质的教师团队”为己任，培养了大
批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为打造温岭市优质师资队伍
倾注绵薄之力。
30 余年，我始终怀揣对学前教育的执着之情，践
行着我的人生格言：
“要把爱洒向每一个孩子，让笑声
溢满幼儿园的角角落落；要把追求送给每一位教师，
让成功回旋在幼儿园的蔚蓝上空。”一直奋斗的我，也
一直收获着幸福。此刻，我想告诉大家，我很幸福，因
为我是幼儿园教师。我还要告诉大家，荣誉来之不
易，我会倍感珍惜，也会加倍努力，为新时代学前教育
的美好明天而不懈努力！

陈韩俊
努力做“会发光”
的特教人
作为特殊教育战线中的代表，获此殊荣，
我感到非常的幸运，且为之自豪。这份荣誉
也属于全体特殊教育的教师们。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办好特殊教育”
的大
好形势下，我国的特殊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
的机遇。我省的特殊教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国
的前列，在贯彻落实国家二期《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中，浙江特殊教育界的同行们不辱使
命，努力拼搏，创出了送教上门、
“卫星班”融
合教育、特殊教育两头延伸等亮点。
我是全省首届特殊教育师范专业的毕业生。26 年来一直工作在特殊教育
教学一线。看着一群群特殊孩子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地学会了说话、走路和生
活自理，这是我们特教人最开心的事。
做特殊教育，不求桃李满天下，只求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们一样，健康快乐
地成长；让特殊教育融合于普通教育，使特殊孩子不再特殊，和普通孩子一样有
尊严、健康、快乐的成长。我所在的义乌市教育系统提出了“做有光芒的教师”，
我认为作为特教学校的教师，更要有特教情怀，学会静待花开。特殊教育教师要
从尊重生命差异、尊重生命权利的人道主义高度出发，尊重、关心和爱护每一个
特殊孩子，把每一个特殊孩子都看作独特的生命个体，尊重特殊孩子，平等公正
地对待每一位特殊孩子。

钱 敏
让乡村也有最好的幼儿园
获得 2018 浙江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这一殊荣，不
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是安吉幼教团队共同努力、坚守
信念的成果，是梅溪镇紫梅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团结一
心、积极向上的成果。其中，特别要感激的是“安吉游
戏”
创始人程学琴，是她一直支持并引领我们探索真正适合儿童的学前教育。在
开展
“安吉游戏”
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和儿童的同频发展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我热爱这份幼教事业。
“让偏远乡村的孩子在家
门口也能上最好的幼儿园”
是我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我不断用自己的理念和
行动去激发人们心中的教育情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安吉游戏”
的实施中，我
工作的紫梅幼儿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份荣誉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我会继续在乡村幼儿园奉献专业和激情，
让更多农村儿童享受公平而优质的学前教育。

章 荣
教育需要终其一生专注
从青田县伯温
中 学 2011 年 创 校
起，我就开始带领全
体伯中人坚持走“党
建强校”之路，事实
证明这 8 年来，我们
的坚持没有错。无
论是在学校日常工
作、师资队伍建设，
还是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伯中党支部都充分发
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为学校管理凝聚力量，带领着学
校不断攀上新台阶。
从走上教室的讲台到走上今天的颁奖台，我经历
了 22 载春秋。作为一所民办学校的管理者，我始终觉
得自己是一名“新生”，我坚信勤能补拙。在学校的日
常管理工作中，无论是开会、外出学习，还是与教职工
聊天谈心，我都带着两个笔记本，一本记录当下，一本
记录反思。就是这样一笔一画，促成了我在学校管理
工作中一点一滴的进步。我还有一件进步的“法宝”，
就是校长信箱。每天早上一到学校，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信箱内的来信。来信内容涵盖了学校里的大
事小事，小到“希望教学楼西侧走廊可以增设一个垃
圾桶”，大到“对于教师培训计划的几点建议”。通过
来信，师生们把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琐碎”都告诉
了我，这样的沟通方式让我乐在其中。我享受着作为
一名校长为师生解决问题、为学校发展提供动力所带
来的快乐。
这份荣誉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成果，背后也
有学校教师的敬业奉献。教育是需要终其一生专注
的事业，是一份神圣的职业。尽管我个人的成就是微
不足道的，但是能为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
这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幸福。

潘东芳
做有温度的教育者
象山教育扶贫队
用教育为扶贫助力
我们是千万扶贫大军中的一支
小分队，有幸获评 2018 浙江教育年
度影响力人物，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更是对我们不断前行的鞭策。这
份荣誉将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在新起点上
书写为人民服务新篇章。
作为教育人，如何回报人民群众
给予的厚望与信任？我们始终认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根本，而尽己所能为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则是义务和责任。秉承这种理念，我们欣然接受象山县泗洲头
镇后王村脱贫攻坚任务，驻村调研，确定落后关键点，寻找发展生长点，从改造环
境、建设生态村入手，
帮助村庄改变落后面貌。
经历了走村入户的劳累，经历了多方奔走的辛酸，我们最终促成了近 50 万元
的“光伏扶贫”项目落地，筹措 30 余万元打造了集旅游、体验于一体的“农耕示范
区”
。如今，后王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大变样，在旅游经济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的同
时，村民的收入也实现了较大增长，彻底摘掉了
“贫困村”
的帽子。
成绩代表过去，未来仍需前行。2019 年，我们将把成绩作为新的工作起点,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尽己所能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践行
教育人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信仰担当。

喜讯传来，得知自己很荣幸地被评选为 2018 浙江
教育年度影响力人物，我感到非常惊喜和感动。
我只是做了一位普通教师该做的事，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孩子，帮助身边的教师。看到孩子们健康快乐，
我满心欢喜；看到年轻教师们成长，我由衷喜悦；看到
自己竭尽全力为学校夺得了荣誉，
更是有一种成就感。
“越努力，越幸运！”
“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经常
对孩子们这样说，也经常对年轻教师们这样说。我总
是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每个岗位上都要体现自
己的价值，要让自己的生命活得光彩有力。我从没有
想过，平凡的付出会有这么丰厚的回报，为自己的人生
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做有温度的教育者，行有品质的教育事。我将把
这份感谢与感恩化为行动，继续努力，用爱心做帆，以
勤奋当桨，将自己
的全部智慧与力
量奉献给教育事
业 ；激 情 逐 梦 ，自
信自强，以奋勇向
前的拼搏精神为
教育事业更美好
的明天作出应有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