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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立德育新人
——2021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速写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9 月 8 日联

合发布 2021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

单。10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涵盖了

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

各类教育。他们当中，既有高校勇攀科

研高峰的领军拔尖人才，也有在乡村

默默耕耘的一线教师。他们用自己的

汗水和青春，不断书写着新时代铸魂

立德育新人的灿烂篇章。

扎根基层 默默奉献
提起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

县第五中学教师张万波，很多当地老

师都会竖起大拇指。

1997 年秋天，怀揣对教育的梦

想，张万波来到本溪县南部山区的祁

家堡中学，开启执教生涯。24 年来，

张万波始终扎根在基层教育一线，用

坚守担负起乡村教育沉甸甸的责任，

用关爱给孩子们带来关怀与感动。

广袤的大地上，崎岖的山林间，有

许多像张万波一样的老师，以辛勤耕

耘托举起无数孩子的人生与希望。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中

心幼儿园园长郭文艳始终以办好山区

幼儿教育为己任。她因地制宜，探索开

发适合孩子们发展的教育方式，用青

春拓宽幼教边界，以执着谱写动人乐

章。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教师李

红霞无数次深入山区学校送教下乡，

累计行程 21.32 万公里，给山区学校

教师培训累计达 17.75 万课时……

有人在偏远山区执着坚守，有人

则选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周义朋为了

国家核能事业，扎根新疆戈壁荒滩十

余载。住“地窝子”和铁皮寝车，春秋两

季沙尘暴肆虐……艰难的生活环境和

恶劣的自然环境，都不能减弱他攻克

科技难关的热情。“既然选择了这个

行业，把这份事业坚持下去是我的责

任！”周义朋说。

创新理念 乐学善研
“又上体育课？”

“体育课好无趣！”

回想自己刚刚投身体育教育事业

的日子，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海

都小学教师叶海辉依旧清晰记得孩子

们的抱怨，“如何让体育课变好玩”从

此成为他不懈钻研、不断创新的动力。

结合课堂实践，叶海辉整理和

创编了各类体育游戏，让体育课成

为孩子们喜爱的课程。他还将德育

融入体育，使体育课既强健体魄，又

启迪心灵。

创新，需要“拓荒牛”的精神。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几十年如

一日奋斗在人才培养第一线，倾尽心

血为国家培养集成电路领域创新型

人才。

为凝练和总结教学改革成果，郝

跃和团队成员多方搜集资料、打磨推

敲，以“基础与应用融合、产学融合、科

教融合”为微电子人才培养新理念，

以技术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构

建并实施了“理论课程—实践能

力—创新素质”三位一体微电

子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被多所

高校借鉴采纳。

心中有热爱、手中有技能——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

校教师王丹凤心中，自己的使命不

仅是教会学生一门技术，更是传递

价值、完善人格和教会他们幸福生

活的能力。为此，她多次参加培训，

学习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政策 ；

在教学中不断创新，针对不同专业

的岗位需求对教材进行整合，达到

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接轨 ；以竞赛

为导向推动常规教学，增强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

一次次竞赛，鼓舞着孩

子们的信心；一次次创新，

托举起民族的希望。

点亮梦想 成就未来
视觉有障碍、部分

还患有智力障碍或自闭

症等多重残疾、有强烈

的孤独感焦虑感……这

样的孩子，会有梦想吗？

“有！”这是重庆市特殊教

育中心校长李龙梅用脚踏

实地的工作和无微不至的关

怀给出的答案。

坚信“盲孩子也要读大学”，

把 300 多名学生送入大学校园；

根据盲孩子听觉、触觉相对发达的特

点，重点打造音乐、体育、美工等特色

课程……20 年的特殊教育生涯，李龙

梅点亮了盲孩子们的世界，也点亮了

他们的梦想。

育“能工巧匠”，铸“大国重器”。职

业教育，是培育技能人才的摇篮，也是

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红波奉

献青春与热血的沃土。

2019 年，拖着病躯来到台江县中

等职业学校帮扶的李红波甫一上任，

就在三伏天里为学校申报护理专业而

奔走忙碌。两年的时间里，学校的护理

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帮助一批批

孩子实现了命运的改变。

梦想，在雪域高原上依旧绽放。

把爱传递给每一个学子，教育学

生做一个懂得奉献、回报祖国的人，

这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嘎县昌

果乡完全小学校长强巴次仁的坚

定信念。

扎根雪域边陲的 21 年，强巴

次仁先后把 33 名学生送入大

学，用赤诚的爱培育出一朵

朵美丽的“格桑花”。

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10 位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

是祖国大地

1700 多万名教师感人

事迹的缩影。他们接力

奔跑，不断超越，帮助学

生在青春岁月中谱写出

华丽的乐章。

（据新华社）

健康体检小百科
问 ：每年体检的好处？
答 ：每年体检有很多好处，可以及时发

现身体潜在危害，比如血糖升高、血脂升高、
血压升高等问题。另外，每年体检也可以及时
发现癌症的前期病变，比如通过肺部CT 的
检查，可以发现早期肺部的癌症或者是肺结
节。通过乳腺超声检查，可以及时发现乳腺结
节或者是乳腺癌早期病变，进行早期干预。

问 ：宝宝出生后，满月体检还是 42 天
体检？

答 ：宝宝出生后，满月体检和 42 天体检
均可，一般习惯于 42 天进行体检。不同医院
有所差异，但体检目的基本相同。首先评估
宝宝 42 天或者满 1 个月的生长发育情况，其
次评估宝宝是否存在先天性发育问题，及时
发现、及时干预治疗。

工伤预防知识问答 （六）
矿山工伤事故预防

1. 矿井发生透水前的预兆及

防治措施。

（1）矿井透水前主要有以下几

种预兆。①挂汗。积水区的水在自

身压力作用下，通过煤岩裂隙而在

采掘工作面的煤岩壁上聚结成许

多水珠的现象，叫挂汗。②挂红。

矿井水中含有铁的氧化物，在它通

过煤岩裂隙而渗透到采掘工作面

的煤岩体表面时，会呈现暗红色

水锈，这种现象叫挂红，挂红是一

种出水信号。③水叫。含水层或积

水区内的高压水，向煤壁裂隙挤压

时，与两壁摩擦会发出“嘶嘶”的叫

声，说明采掘面距积水区或其他水

源已经很近了，若是煤巷掘进则透

水即将发生，必须立即发出警报，

撤出所有人员。④空气变冷。采掘

工作面接近积水区域时，空气温度

会下降，煤壁发凉，人一进入工作

面就有凉爽、阴冷的感觉。⑤出现

雾气。当采掘工作面气温较高时，

从煤壁渗出的积水，就会被蒸发而

形成雾气。⑥顶板淋水加大。顶板

来压，底板鼓起。⑦水色发浑，工

作面有臭鸡蛋气味。⑧采掘工作面

有害气体增加，积水区向外散发出

瓦斯、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有害气

体。⑨裂隙

出现渗水。

如 果 出 水

清净，则离

积 水 区 较

远 ；若 浑

浊，则离积

水区已近。

（2）矿井水害的防治措施。预

防水害的预防措施可以概括为防、

排、探、放、疏、截、堵 7 个字。防 ：

即井上下防水设施及防水措施 ；

排 ：即井下排水设施和排水能力 ；

探 ：即井巷探水 ；放 ：即对老空区

积水、可疑水源采取放水，或超前

放出顶板水 ；疏 ：即疏水降压或疏

干有害含水层 ；截 ：即留设各种防

水煤柱隔阻有害水源 ；堵 ：即注浆

堵住水口，或加固裂隙带，充填岩

溶改造含水层，加固底板。

2. 矿山瓦斯爆炸事故预防

预防瓦斯爆炸主要从防止瓦

斯积聚和消除火源两方面着手。

（1）防止瓦斯积聚的措施。①

加强通风。使瓦斯浓度降低到《煤

矿安全规程》规定的浓度以下，

即采掘工作面的进风风流不超过

0.5％，回风风流不超过 1％，矿井

总回风流不超过 0.75％。②加强

检查工作。及时检查各用风地点的

通风状况和瓦斯浓度，查明隐患进

行处理，是日常进行瓦斯管理的重

要内容。③对瓦斯含量大的煤层，

进行瓦斯抽放，降低煤层及采空区

的瓦斯涌出量。

（2）防止瓦斯引燃的措施。①

井口房、瓦斯抽放站及主要通风机

房周围 20m 内禁止使用明火。②

瓦斯矿井要使用安全照明灯，井下

禁止打开矿灯，禁止携带烟草及点

火工具下井。③严格管理井下火

区。④严格执行放炮制度。⑤严格

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管理工

作，局部通风机要设有风电闭锁装

置。⑥瓦斯矿井的电气设备要符合

《煤矿安全规程》关于防爆性能的

规定。⑦随着采矿机械化程度的提

高，防止机械摩擦火花引燃瓦斯显

得日益重要。煤矿井下由于摩擦火

花而引起的瓦斯爆炸事故占有相

当的比例，因此不少国家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在摩擦部

件的金属表面溶敷一层活性小的

金属（如铬），使形成的摩擦火花不

能引燃瓦斯 ；在铝合金的表面涂各

种涂料，以防止摩擦火花的发生和

金属中加入少量的铍，降低摩擦火

花的点燃性等。

“有人常常问我，做特教

老师辛苦吗？”

“我想不管是什么行业，

想做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吧。”

梁大莉是甘肃省陇西县

的一位特殊教育老师，今年

三十出头的她陪伴着一一（化

名）度过了六个年头。

早上八点，一一跟着梁老

师来到教室，她知道进教室之

前要洗手，洗完手后，她挑选

自己喜欢的玩具来玩。梁老师

说上课了，一一便拿着小凳子

坐在前排乖乖地听课。到了中

午，一一跟着梁老师走进食

堂，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一开

始自主吃饭。

洗手、吃饭、上厕所……

这些常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

动作，梁大莉陪着一一重复了

六年。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

一一都喜欢形影不离地跟着

我，就像我的小尾巴。”梁大莉

满眼爱意地说。

2015 年，25 岁 的 梁 大

莉选择在陇西县特教学校工

作，她的选择源于自己“送教

上门”的经历。当时，在幼儿

园工作的她接受学校安排，

给学校附近的一位重度残疾

女孩“送教”。

“每次‘送教’孩子都特

别开心，她会认真完成每节

课的作业，还会在下节课前

做好预习。”

梁大莉擦拭着眼泪说：

“孩子对我的期待深深触动着

我，也使我毅然决然地投身特

教事业。现在这位女孩病得很

重，但是每到教师节，她都会

让家里人按照她的想法制作

小贺卡送给我。”

近年来，随着特教事业的不断发展，特殊

教育学校开始为更多人所知。在甘肃，现在有

1273 名像梁大莉一样的教师投身到特殊教

育的队伍中。

截至 2020 年底，甘肃省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6.81%，义务教育阶段特

殊教育学校达到 44 所，实现了 30 万以上人

口县均拥有独立的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学校的孩子经常处于‘不配合’的

状态，因此，老师需要拥有强大的观察力和创

造力，想办法找到每个孩子的特别之处。”特

教老师钱恩华说。

小霞（化名）是一位喜欢画画的听障儿

童。一开始接触绘画时，哪怕是一棵小草，小

霞也要依靠老师的辅助才能完成，反复的失

败让她陷入自我否定。后来，几位特教老师带

她到田间地头寻觅素材、坚定信念。在老师的

鼓励下，小霞拿起画笔重新开始。

今年暑假，小霞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她

专程打来电话感谢老师。

“电话那头孩子激动得有些颤抖，电话这

头我们开心得湿了眼眶。”钱恩华说。

9 月 8 日一早，走进教室的钱恩华发现

讲桌上摆着一个苹果和几块糖。讲台下，几个

孩子正朝她开心地笑着。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孩子虽然特别，但他们也能感受爱、表达

爱，也渴望能与爱他们的人进行情感互动。”

钱恩华感动地说：“作为特教老师，最想

做的是为他们插上‘隐形’的翅膀，让他们看

到生活的希望，朝着阳光的方向勇敢飞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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