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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良
教书育人乐在其中

王梅香
愿做绽放山乡的蜡梅花

很荣幸获评 2019 浙江
教育年度新闻人物。作为
一 名 教 师 ，参 加 工 作 40 年
来，我始终把“为人师表，倾
心育人 ”当成是本分，当作
教师职业生涯的卓越追
求。无论是刚走上讲台，还
是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后，我
都醉心于教书育人，乐在其
中，心中充满自豪感和成就
感。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
了这么好的人生舞台，更感谢无数的学生成就了我们光辉
的人生。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名教师，要具有高尚师
德，诲人不倦；提高学术造诣，诲人有术；钻研教学方法，诲人
有方。要融入学生群体，走进学生生活，特别是要把对学生
的爱蕴涵于精湛的教学之中，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事业和
成就。将科研融进教学，将科研中的先进理论方法引入教
学，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一名老教师，不
仅要讲好课，更要多讲课，特别是要培养更多的年轻教师讲
好课，带领青年教师建设一流本科课程，打造人工智能、自动
控制等方面的精品教材，
传承教书育人精神和教学艺术。
学生成才，是我们身为人师的最大荣耀。无数教师和我
一样有着共同的梦想，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努力为国家培养
更多的人才。与同行分享这份荣誉的同时，愿与大家一起继
续并肩战斗，携手同行。

作为来自农村教育一线的工作者，获此殊荣充分体现
了社会对农村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感谢各位领
导和同事的信任、关爱和鼓励，推着我不断前行；感谢学生及
家长的信赖、尊重和支持，让我在教育中不断地找到快乐，找到
激情，找到成就感。
从教 37 年来，我始终坚守在农村教育教学的第一线，坚守一份责任和信念。
可以说，我没有放弃过一个学生，总是用一颗善良的心、一份真爱善待每一届学
生。
“ 渗透德育、激发兴趣、发展能力”是我教学成功的秘诀，我一直坚信“没有教不
好的学生”。
农村教育尤其是山区教育，走近孩子至关重要，只有走近他们的家庭、走进他们
的心里，和他们一起学习、谈心沟通，才能真正帮助他们爱上学习。我是个平凡的人，
因为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才使我的人生有了不平凡的意义。虽然已退休，但是我仍会
关注农村教育。我希望把我的信仰、我的激情、我对教育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相信有大家的奉献，农村教育的明天会更好！

王世美
在世界屋脊守望教育的春天
感谢大家的厚
爱！我能入选 2019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
人物是因为大家对
援藏工作的支持，
以及对援藏教师的
鼓励。
对 口 援 藏 ，是
一项伟大的战略；
教 育 援 藏 ，是 一 种
神圣的使命。4 年前，我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援藏干部，在
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支持与指导下，我根据当地急需和杭州
所能，提出了智力援藏“三扶”思路，并逐步形成“让每一位
教师都得到培训”
等
“十个一”
智力援藏项目。
那曲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
自然环境恶劣。经过3年
的精准帮扶，
我守望的教育春天已然到来。如今，
一批批教师
走出大山接受培训，
一所所学校供上了暖，
深处牧区的孩子们
也能看上有趣的课外书，
一户户贫困家庭得到资助……曾是
“城乡差距巨大、教育条件落后”的色尼区成为“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区”，雪域高原的孩子们终于享有了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援藏也是援助自己。在一届届援藏干部的无私奉献和
勇于牺牲精神的感染下，在与藏区干部群众的朝夕相处中，
那份家国情怀和“老西藏精神”，坚定了我为教育事业发展
作贡献的强烈信念，坚守了我为民族团结进步作奉献的初
心和使命。

王建平
凝聚共识，
办好学校教好孩子
因为一堂面向家长的讲
课，被广大网友和家长们称为
“网红局长”，这是我自己没有
意料到的。一方面，我感到有
些惶恐，自己并不是所谓的专
家教授，所讲的也仅仅是一些工
作上的思考和日常的浅显道理；另一
方面，也有点高兴，这么多家长愿意听我交流，而且讲课内容
得到了广泛传播，无形中让这堂面向家长的课起到了更好的
效果。这说明群众对教育的关注度是很高的，只是他们平常
很少正面地、直接地与学校沟通，更不要说直接听我这个局
长的观点。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
了把孩子教育好。所以我认为，今后办学趋势肯定是更加开
放、更加互动，更好地引导家长、社会、学校形成育人的合力，
消弭不必要的误解和质疑。这也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加强家校合作的
“应有一课”
。
我希望这一课能为校（园）长们开个头，也希望这样形式
的课今后能成为一种常态，让更多校长、局长能够倾听家长
的声音，阐述自己的理念，通过交流沟通形成更大的共识，一
起把我们的学校办好，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

石 丹
成功就在“坚持一下”
的努力中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里，我是一名幸
运儿。5 年多的刻苦训练，让我有机会站在世界技能大赛的
竞技场上，展示中国魅力。一块沉甸甸的金牌背后，是国家
的政策支持、教练团队的群策群力、学校和基地的倾力相
助。唯有感恩，才能表达自己夺冠的喜悦。
2013 年 9 月，我成为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形象
设计专业的一名学生。从最初的茫然到试着拿起工具开始
专业学习，再到进入学校集训队，冲进世界技能大赛……在这个过程中，我坚信：成功就
在
“坚持一下”
的努力之中。
很高兴能获评 2019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这不仅是对我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
的激励与鞭策。如今，我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作为一名美发专业教师，我要把手艺传授
给学生，帮助他们成为终其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匠人。
我知道，要当一名好教师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很多技术也会经历迭代。好在有支持
我的学校、教练和学生们。未来，我也许不一定能成为“名师”，但一定要培养出“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的高徒。砥砺前行，静待花开。

章振乐
“五育”
并举，
全力以赴
怀着“劳动育人”的
初心，我们从“开心农场”
到“新劳动教育”实践
课程，从课堂育人到开
放育人，从书本育人到
生活育人，从知识育人
到实践育人，进行了长达
10 年转换育人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学生们挥汗如雨后纯真的
笑脸，听到了童心野趣的田园牧歌。
“新劳动教育”实践
课程让学习方式走向多元，让教师育人理念自然转变，
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支持与肯定、专家与同行的点赞
与偕行。我们还在劳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创建和谐
社会等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10 年耕耘，很高兴能够获此殊荣。我想，这不仅
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也是对杭州市富阳区开展“新劳动
教育”的肯定，还是对富春第七小学全体师生的褒扬，
同时也是富阳区新劳动教育联盟、长三角新时代劳动
教育联盟、中国新劳动教育联盟各校师生共同努力的
成果。
感谢这份荣誉，它将成为我们不懈前行的动力。
在为国育才的道路上，我们将全力以赴，
“五育”并举，
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镇海中学支教教师群体
成员在变，
教育的大爱与理想不会变

沈月娣
时代不会亏待有梦想的人
在总结提炼“余村经验”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身
为一名高校社科理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只有悉心
聆听时代声音，努力回答现实课题，做好学术前沿问题与社会
发展现实问题有机结合的应用对策研究，才能真正体现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就有多少妙计和良策。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研究导向，多深入基层调研，才能真正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把握农民思想脉搏，才能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两山”理念，点绿成金。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省域治理
现代化的好时候，为总结宣传乡村治理“余村经验”
作了点基础性、铺垫性的工作。获评
2019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一种鞭策。我将一如既往
地坚持在基层做调研、为“三农”做学问，继续深挖“余村经验”这座富矿，深入挖掘“两
山”
理念中所蕴含的治理思想、治理智慧，让更多社会科学成果落地、落实。

郑青岳
有学校有学生就有教研
我是教育战线一名超龄服役的老兵，从事基础教育
已有 44 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怀着对科学教育莫大
的好奇心，深深地俯下身子走进课堂，以课堂为师，像蜜
蜂采蜜一样，精心地采集发生在课堂中的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驰而不息地探寻科学教育种种问题的答案。看到
自己的教研成果能够让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受益，使教
师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行为发生可喜的改变，使学生们
的成长受到积极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劳动价值最大
化，我为此而感到欣喜万分，也因此获得不断进行新探
索的不竭动力。
虽然身居海岛，但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哪里有学校，哪里有学生，哪里就可以搞教
学研究。地域的偏远并没有限制我的视野和服务半径，更没有让我降低工作的标准。
基层工作虽然条件较差，但它更激发了我的内在动力，也使我因此获得了数量更多、质
量更高的成果。
我只是做了本该做的事，但党和人民却给了厚重的褒奖。一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
小的，渺小得就像一滴水。一滴水在空气中很快就会蒸发，这滴水只有融入时代的洪流
中，才能与众多的水一起，激起美丽的浪花。因此，荣誉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所在的集
体，属于所有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人。

获评 2019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我们深感荣幸
与激动！
虽然贵州的气候饮食与繁重的教学任务给支教团
队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我们坚信既然走进了大山，就要
让教育的种子坚实扎根于此。每当听到贵州学子琅琅
的早读声，教育薪火传承的责任感就在我们心中油然
而生；每当看到学生们蹲在地上吃饭只为给学习留出
更多时间，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感动；每当用网络等方式
再次联系那里的学生，贵州支教的日夜重现如昨……
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感谢。我们要感谢学校给我
们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
更要感谢贵州的师生，让我们明白什么叫艰辛、什么叫
刻苦，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提升了我们的教育理念。
我们与贵州黔西南的这份山海情缘已经持续了
20 年，虽然我们的团队成员在变，但是帮扶的初心不
变。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一起参与，一路“黔”行，以实际
行动践行镇中人“梓材荫泽，止于至善”的教育大爱与
教育理想。

潘 浩
愿做孩子科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获得这样的荣誉，内心
是高兴的，肯定了我所做
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同
时，这也是一份压力，鞭
策我更加用心地投入到
教育事业中。在此感谢多
年来关心和帮助我的各位
领 导 、同 仁 ，正 是 你 们 的 信
任、鼓励和期盼，推动着我不
断向前。
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科学教师，教授孩子们科学知
识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帮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科
学，体会更多科学的乐趣，自 2018 年 8 月以来，我相继在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平台上创建了科普账号“大潘科学实
验站”，拍摄并上传了 200 多个原创趣味科学小实验视
频，收获了近 20 万的粉丝。留言栏里有孩子们提出的问
题，公众号里有孩子们发来的实验照片、视频，校园里出
现的一声声“大潘老师”……一路走来，有欢笑，有汗水，
有艰辛，有感动。
不忘初心，潜心教学，愿做孩子们科学道路上的引
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