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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努力奋斗
——学习弘扬张玉滚精神研讨会发言摘要

今年 3 月南阳市镇平

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

张玉滚被评为全国第四批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新华社、

《经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

体广泛关注并报道张玉滚

事迹。尤其是 5 月 7 日，本

报一版刊发长篇通讯《大山

深处播火人》，并配发评论

员文章，报道刊发后在社会

各界产生强烈反响。

为了让全社会更好地学

习和践行张玉滚精神，张玉

滚精神研讨会于 5 月 29 日

上午在镇平县举行，在两个

半小时的时间里，各位与会

领导嘉宾从不同侧面、不同

角度对张玉滚精神的实质、

内涵以及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下如何持久学习

弘扬张玉滚精神进行广泛研

讨交流。现将发言摘要予以

选登，以飨读者。

我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和《河南日报》的报道
知道张玉滚老师的。我本身是一个作家，看人物报道很少流泪，
但看了《大山深处播火人》的报道，却几次流泪，张玉滚的事迹深
深打动了我，他的精神让人钦佩。

张玉滚是值得让人敬仰的老师。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
文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
事。”他是一个“张思德式”的人，埋头深山，十七年如一日，教学
育人，而且成绩非凡。一个山区的村子走出 16名大学生，这样
的成绩就是在一些平原地区，也不容易做到。“平凡之中见伟大”

说的就是张玉滚。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就有一个好女人，而张玉

滚的背后，不只是一个好妻子还有一个好家庭。当他犹豫是
否该离开这个贫穷的山村到外地去挣钱、发展时，父亲这个当
了多年村干部的老党员，拍着他肩膀说：“好男人就是信守承
诺，忍得住孤独，扛得起责任。”他的妻子原本在外地打工挣
钱，可为了丈夫的事业毅然回到家乡，与他共同撑起了黑虎庙
这个学校，也撑起了孩子们的希望。还有他的侄儿张磊，已经
在深圳工作了，但为了家乡的教育和他叔热爱的事业，也选择
了回来教书育人。所以我们在研究宣传张玉滚的时候，也要
研究一下他的家庭，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就可能没有张玉滚的
诞生。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南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
自古以来，南阳英豪劳模多，南阳好人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而
张玉滚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在宣传、学习、研究张玉滚的同时，我们也要对照自己。张
玉滚拿着极其微薄的收入扎根山区，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
了山区的孩子们，试问我们能否做得到？他把山区教育事业，当
做自己的家事来干，对学生关心，爱抚，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甚
至为了孩子，练就了掂起勺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缝纫，修得了
课桌，补得了校舍的本领。他不忘初心，潜心教学，精心育人，艰
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张玉滚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他凭着忠诚的信念、坚
强的意志和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爱，十七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用实际行动忠实践行一名共产党
员的庄严承诺，他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广大教师和所有党
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张玉滚是一面镜子，在他身上，我们读懂了忠诚执着、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和乐观向上。和所有正常人一样，面对恶劣条件的

去留问题，他也犹豫过，但最终为了山区学校的孩子们还是选择
了坚守。十七年来，他爱孩子、爱学校、爱教育，在乡村教师这个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任劳任怨，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

“不耽误一节课，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十七年风里来雨里去，
张玉滚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学校，把全部的热爱都给了学
生，把奉献当成一种习惯。待遇不高，却安之若素；物质清贫，却
精神富足。他乐观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使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着
奋发的热情，使他从容地战胜了那些数不清的困难。

从张玉滚身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
坚守什么岗位，只要胸怀理想，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奋发有为，那
么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鲁迅先生说过：“我
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张玉滚十七年如一
日，不忘初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他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向张玉滚学习，热爱本职工作，从平
凡小事做起，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牢牢扎根于岗位上，深深体现
在工作中，让平凡的岗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让张玉滚精神在南
阳大地生根开花，让更多“张玉滚”不断涌现，为南阳加快转型跨
越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学习张玉滚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三学三做”。
我们要学习他的奉献精神，做一个坚守担当的人。2001年

8月份，21岁的张玉滚从老校长吴龙奇那里得知学校短缺老师，
毅然决然成了一名每月拿30元钱补助，年底再分100斤粮食的
民办教师，扎根在群山环绕的伏牛山深处。张玉滚刚到黑虎庙
的 5年间，靠着一根扁担，寒来暑往，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

品，也挑来了希望。面对经费匮乏，没有钱聘请人来给孩子们做
饭，张玉滚便把在外打工的妻子喊回来，一家人，靠着他微薄的
工资度日。从“老扁担”到“小摩托”，他载起的是担当。

学习他的敬业精神，做一个履职尽责的人。“不耽误一节课，千
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这是张玉滚给自己定下的铁的纪律！张玉
滚把自己锻炼成了“全能型”教师，他认真钻研课标，把课程的每一
个环节优化，用野外实践帮助孩子们理解自然课的奥妙。而他自
己利用一切休息时间，不断充电，为的是教好孩子们。

学习他的师德精神，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张玉滚十七年
如一日地信守老校长的承诺，将教师这一职业作为毕生的追求，
不计报酬，不计工作环境，甘于平凡，十七年来，这里的老师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他一直坚守在这偏远的山区，固守一份淳朴与清
贫，耕耘并收获着那一份美好。

张玉滚绝不只是一般的典型，我们从他的身上，不仅能看到
人性的大爱和无私，更深刻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教育工作者们肩上扛起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张
玉滚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师德典范。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更要深刻
学习张玉滚精神，身体力行，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张玉滚同志是继郭春鹏之后南阳教育系统近年来涌现出的
又一名先进典型。

学习张玉滚，就要学习他不忘初心、扎根乡村教育的坚定信
念。在黑虎庙村小学，张玉滚用实际行动守住了承诺、扛起了责
任、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天空；学习张玉滚，就要准确把握他
不忘初心、扎根乡村教育的坚定信念。他面对困难，勇往直前，
对待教学精益求精，潜心钻研，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同时热
爱学习，提升自我；学习张玉滚，就要准确把握他潜心教学、无愧
教师称号的职业情操。他精心育人、始终心怀大爱的高尚师德，

说服在外打工的妻子，一起帮助照看留守学生，为他们做饭、洗
衣缝补，料理日常生活。17年来，张玉滚用微薄的工资，相继资
助了300余名儿童，没有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不懈努力下，南阳教育资源不断扩充、教育发展环境不断优
化，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教育质量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普通高
考质量实现“7连增”。但是成绩仅仅代表过去，如何满足新时
代南阳人民对南阳教育的新期盼，迫切需要一大批张玉滚式精
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教育人。

南阳市教育局已经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向张玉
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市教育系统广泛开展向张玉滚
同志学习活动。各县区、各学校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向张玉滚同
志学习活动，同时，将学习张玉滚精神与正在进行的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结合起来，通过举行研讨会、设置宣传栏、举办讲座等多种
形式宣传张玉滚先进事迹。

张玉滚是我市千百山村教师的优秀代表，他代表的是一个
广大的优秀教师群体。为扩大活动效果，南阳市教育局已启动

“寻找我们身边的张玉滚”活动，在全市开展南阳市最美乡村教
师评选活动。同时开展了“不忘初心，立德树人”师德师风演讲
比赛，旨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涌现出更多先进典型，打造南
阳教育先进模范群体，为南阳师德建设再立新标杆。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把雷锋精神
播撒在祖国大地上是我们的责任。张玉滚同志的事迹经各级媒
体报道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不仅是张玉滚同志个人的光荣，
更是树了标杆、立了楷模，必将激励全县干部群众见贤思齐、向
上向善，释放出新时代的担当和作为。

张玉滚同志人如其名，这块“璞玉”经过岁月的流淌积淀，实
践的磨砺滚打，最终琢玉成器、发光出彩。张玉滚同志在平凡的
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关键在于他不忘初心、潜心教学、精

心育人、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在张玉
滚同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精神特质：一是信念的能量。为
了一句庄严的承诺，他默默坚守 17年，始终矢志不渝，不忘初
心，为山里的孩子播下走出深山、成长成才的“火种”。二是大爱
的胸怀。张玉滚同志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白天当老师，晚上当
家长”，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三是忘我的精神。他不在乎“外面
世界很精彩”，始终执着坚守；不在意条件有多艰苦，始终乐观向
上；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始终兢兢业业。四是进取的锐气。张
玉滚再忙再累也不忘学习，在自学完成大专课程后正在自学本
科课程，誓要把自己打造成全能型教师。

张玉滚老师作为新时代的雷锋，是干事创业的活教材，是
见贤思齐的好榜样。我们将以这次研讨会为新起点，弘扬主
旋律，激发正能量，不断将张玉滚精神引向深入。一是持续深
学立标杆。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以张玉滚为榜样，营造

“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二是见贤思齐
明方向。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出台向张
玉滚同志学习的决定。三是一心为民解难题。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握精准要义，确保如期脱贫摘帽。四
是激励实干创新业。监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强力实施

“两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项”，推动县域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从2012年 9月开始，通过近7年持续不断的挖掘、培育、宣
传和推介，山村教师张玉滚的闪光事迹和崇高精神被人所熟
知，如春风化雨般播撒在精神道德的沃野上，孕育出“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的时代风貌。

今年 3 月，张玉滚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镇平县委作出决定，倡导学习张玉滚扎根山乡、矢志不渝
的理想追求，同时，《焦点访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张玉滚事迹，尤其是河南
日报长篇通讯《大山深处播火人》，更是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

反响，形成轰动效应，成为我县典型宣传上的重大突破。
多年以来，我县坚持把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作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抓手，推动学雷锋活动逐步走向常态化、
机制化轨道。如今，以张玉滚为代表的模范典型层出不穷，成
为活跃在玉乡大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张玉滚同志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崇高品质，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求索精神值得我们
每个人学习。下一步，我县将以张玉滚精神座谈会为契机，使
张玉滚精神融入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生活实践中，转化为推动
镇平转型跨越发展的实际行动。

一是强化宣传推介。要善于发现、挖掘和培育张玉滚式的
先进典型，努力形成“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道德连锁效
应，不断推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扶贫干部。二是要突出
实践特色。把学习张玉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
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与开展社会志
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活动覆盖到各个阶层和领域。
三是要创新途径方法。把学习张玉滚活动纳入宣传思想工作
创新项目。发挥新兴媒体优势，利用博客、微博等新兴传播方
式，开展富有现代元素的学习宣传张玉滚活动。

新的时代，让我们同心同向，强力助推张玉滚精神在新时
代薪火相传，为建设如花似玉大美镇平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张玉滚不忘初心，潜心教学，精心育人，这
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镇平崇文重学，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分不
开的，也正是有他率先垂范、薪火相传，才吸引了更多的同行加入
到山区教育的群体中，共同承载着振兴镇平乡村教育的历史重任。

张玉滚老师扎根深山教育17年，这种赤诚之心洗涤了教育者的
心灵，也展现出了县委、县政府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在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我们在教师招聘、教师能力提升、提升农村办

学条件以及提升乡村教师待遇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鼓励教
师到山区任教；在教师能力提升方面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对贫困村
校长、教师进行免费培训；在提升农村办学条件方面，我们近年来投
资了3425万元，建成教师周转宿舍681套，逐步解决乡村教师住宿
问题；在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方面，我们给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教
师乡镇工作补贴，深山区教师还发放有岗位补贴。正是这些好政策、
好待遇的施行，我们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才能走在全市前列。

张玉滚老师的优秀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我们有条件、有
责任、有义务在学习他的事迹和精神上走前头、作表率。下一步，
我们将以张玉滚老师为典型，对乡村教师成长进行系统思考，不断
提升他们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一是抓好典型引路，大力宣传张玉滚
先进事迹，号召教育系统学习张玉滚精神，使张玉滚精神成为镇平
教育发展的重要内涵和源泉；二是搭建成长平台，通过“三名工程”

“送教下乡”和“十佳最美乡村教师”“十佳最美青年教师”等评选活
动，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三是振兴教师队伍，以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意见为指导，进一步理顺教师体制机制，吸引更多的优
秀人才扎根乡村教育。

张玉滚老师的先进事迹既是鼓励又是鞭策，他的精神激励广
大教师做名副其实的“四有”好教师，当新时代的“四个引路人”。

党中央指出：“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看了张
玉滚老师的事迹，我深受感动，十七年来，他用一点一滴的行动，
将平凡琐碎的小事做细做实，为大山里的孩子点燃希望照亮前
程。张玉滚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坚守，他以超常的毅力和执着的

心把青春时光毫不保留的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一个平凡的
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玉滚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作
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学习他这种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学习这
种雷锋一样的“钉子”精神。一根扁担，从老校长手里传到了
张玉滚手里，在那路不通的岁月里，风里雨里，张玉滚靠着这
根扁担挑来书本教具，挑来生活用品，挑来的更是孩子们的
希望！

我们高丘镇要大力弘扬和学习张玉滚同志，以身边的典型教
育、引导、激励全镇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振精气神，为实现贫
困群众的稳定脱贫凝聚强大正能量。高丘镇面临着脱贫攻坚、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问题，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正需要张玉滚
同志的这种奋斗精神，我们要以此为动力，大力弘扬苦干实干、扎
实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
业上，把精力聚在推动发展上。

以张玉滚精神为动力苦干实干
□镇平县高丘镇镇长贺文浩

我是南阳师范学院一名大二的学生，今天作为学生代表参加
研讨会，感到非常荣幸。

在我小学五年的学习生涯中，有 3年是在黑虎庙小学生活的。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张老师的情景，那是 2008年 8月 31日，
上午雨下个不停，我背着一个破旧不堪的书包，父亲一手打伞一手
托着蛇皮袋，领着我徒步走过十几里山路，那段路足足走了两个多
小时。当我和父亲到达三年级教室门口时，浑身已经湿透。面对
同学们的目光和偷笑，我躲在父亲身后。“是韩钰鉴吧，大家都到齐
了，快进来坐下。”一个温和的声音打破了尴尬的气氛。父亲离开

以后，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始终不敢把头抬起来。这时，那个温
和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哎呀！你全身都湿了，快跟我来！”我跟着
他来到办公室，他帮我把被褥从蛇皮袋里取出，他关切地说：“这被
子也湿了一半啦，幸亏衣服还没湿，你赶快把衣服换一下，可不能
感冒了！”说完，他转身离开。在陌生的环境里，张老师的关心如一
股暖流划过心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那是幸福感动的泪
水。谢谢您，张老师！或许您早已忘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
我来说，那是初到异地感受到的第一份温暖，我会用一生去珍藏。

张老师是我们黑虎庙小学唯一一名高学历教师，每一门的课
程他都能轻松胜任。我们都喜欢上张老师的课，语文课上他带领
我们吟诵名人经典，领略优美的散文诗歌，宛若直接与古人对话，
畅游在汉语言的海洋里，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数
学课上他亲手制作教具，教会我们尺规作图，使我们领略到数字世
界的无穷奥妙；体育课和美术课上，他带我们登山看景，教会我们
用笔去描绘家乡的青山绿水……

2016年，我如愿考上南阳师范学院，选择了美术教育专业，我
立志要成为一名像张老师一样的好老师。每逢假期，我都会回到
母校——黑虎庙小学去看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批批的来，一批
批地走，不变的，只有张老师的坚守。

张老师，做您的学生真好！

师恩重于山
□张玉滚学生韩钰鉴

平凡之中见伟大
□著名作家、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俊

他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
□南阳市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杨

持续发挥模范引导作用
□南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光玲

张玉滚是优秀教师的代表
□南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龙云飞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中共镇平县委书记李显庆

努力形成道德连锁效应
□镇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清玉

激励广大教师做“四有”好教师
□镇平县教体局局长王哲渠

我是2014年回到家乡黑虎庙村成为了一名老师，五年来和张
玉滚老师朝夕相处，亲眼看见他的一言一行，让我对教育有了全新
的认识。

张老师是一个不惧困难、勇挑重担的人。我刚到黑虎庙小学
任教的第一年，新学期开学之际，张老师骑着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
在山路上运学生上课所需的学习用品，听学校老师说，以前山路不
通的时候，张老师就用扁担挑着学习用品上山，不知道在十八弯的

山路上洒下了多少汗水，直到山路修通，扁担才换成了摩托车。在
路上，我分明看见那辆摩托车的车轮已经被磨得没有一丝波纹。
十几年的漫漫长路磨光的不仅仅是那杆亮澄澄的扁担，不仅仅是
那双光溜溜的轮胎，更磨出了张老师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品格。

张老师是极为爱岗敬业的。有一次张老师早上骑摩托车去镇上
开会，不慎轧上一块从山上滑落的岩石，当场昏迷过去，过了半个小时
才被乡亲发现并送往医院。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不忘学校事务，放
不下孩子们。仅仅住院半个月，他又拄着拐杖出现在了校园中。

张老师在教学教研上有一股子钻劲儿。作为校长的他，觉得自
己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毕业，难以适应当前的教育现状，便在网上买
了很多专业书籍，找时间自学，目前他已经自学完成大专课程，正在
自学本科课程。张老师不仅自己学习，还从网上下载优秀课例，号召
老师们一起学习，正是他的那股子钻劲儿，他所教的学科每年成绩在
全镇都是名列前茅，而且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也在逐年攀升。

在我从教的五年中，我听见过老师们讲的关于张老师的故事，
也看到过张老师对于孩子们的关心和照顾。张老师是真的把学校
当成了家，把每一名孩子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不仅是我身边的
好同事，还是我教育生涯的好老师，我要像张玉滚老师一样，坚守
黑虎庙，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身边的好同事
□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教师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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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围绕张玉滚精神进行研讨

张玉滚精神研讨会现场嘉宾们互相交流

通过网络对张玉滚精神研讨会进行现场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