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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傅声雷，男，1965
年生，河南大学教授
关键词：土壤生态

学的顶尖学者

姓 名

白 冰

王艳着

方兴华、方书典

刘先生

许永恒

许运锋

张桂枝

李 杰

李 雅

李化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 位

开封高级中学教师

濮阳市清丰县高堡乡英满城小学教师

南阳市淅川县大石桥乡孙台希望小学教师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鹤壁市浚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平顶山市汝州市大峪镇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师

三门峡市卢氏县朱阳关镇莫家营小学教师

周口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教师

信阳市罗山县彭新镇公山小学教师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 名

杜战领

单崇新

周位群

周福军

郑美玲

洪 晶

柴子清

郭文艳

黄沂娅

傅声雷

单 位

济源市坡头镇苇园教学点教师

郑州大学教师

洛阳市第三中学教师

新乡医学院教师

郑州外国语学校教师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河南省洛阳经济学校教师

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河南大学教授

“出彩河南人”之2019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出彩河南人”之2019最美教师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出彩河南
人”之 2019 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
组委会获悉，2019 最美教师 20名候
选人已经正式产生。即日起，公众
可通过网络、微信等途径进行投票。

“出彩河南人”之 2019 最美教
师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河南
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河南教育报
刊社教育时报、河南省教育发展基
金会承办。活动旨在挖掘宣传一批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典
型，展现新时期河南教师美丽阳光、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新形象，展现
广大教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高
尚品格和精神风貌，激励广大教师
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争当最美教
师，成就出彩人生，引导全社会关心
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形成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为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
地、各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参与。截
至 5月 17日，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各
地、各校上报事迹材料 163件。组委

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和向基层一
线教师倾斜的原则，经过初评，最终
确定了 20名候选人。现将候选人名
单及事迹公布（按姓氏笔画为序），请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投票，选出
您心中的“出彩河南人”之 2019最美
教师。

投票平台：“河南省教育厅”官方
网站、“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

“河南卫视”微信公众号、“教育时报”
微信公众号。

投票时间：2019 年 6 月 12 日 8
时~6月 19日 8时。③5

（本报记者）

1.白冰，男，1976年
生，开封高级中学
教师
关键词：书写笔直

人生的“弯腰哥”

2.王艳着，女，1980
年生，濮阳市清丰
县高堡乡英满城小
学教师
关键词：打磨“好玩

数学”的“童话女王”

3.方兴华，1962年
生，方书典，1991
年生，父子二人均
为淅川县大石桥乡
孙台希望小学教师
关键词：父子携手撑

起山区教育的一片天

4.刘先生，男，1979
年生，新乡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
关键词：带领学生

不断挑战高水平赛

事的职教人

7.张桂枝，女，1970
年生，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教师
关键词：“ 一 带 一

路”科技文化推广

传播者

8.李杰，男，1969
年生，三门峡市卢
氏县朱阳关镇莫家
营小学教师
关键词：细微之处

有大爱的乡村教师

9.李雅，女，1980
年生，周口经济开
发区许寨学校教师
关键词：为师生点

亮心灯的乡村名师

12.单崇新，男，1977
年生，郑州大学教师
关键词：痴心教育

的科研巨人

13.周位群，男，1972
年生，洛阳市第三
中学教师
关键词：学校里的

“拼命三郎”

14.周福军，男，1972
年生，新乡医学院
教师
关键词：创 办“ 手

机医学院”的医德

师德先锋

15.郑美玲，女，1978
年生，郑州外国语
学校教师
关键词：努力做豫

派实践型教育家

16.洪晶，女，1982
年生，安阳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
关键词：为特教学

生谋划未来的“刻

瓷坊主”

17.柴子清，男，1991
年生，河南省洛阳
经济学校教师
关键词：握紧教育

接 力 棒 的 90 后 青

年教师

18.郭文艳，女，1983
年生，辉县市西平
罗乡中心幼儿园
园长
关键词：乡村学前

教育的领跑者

19.黄沂娅，女，1964
年生，驻马店市第
二初级中学教师
关键词：永远怀揣

热情的“敬业女神”

10.李化勇，男，1961
年生，信阳市罗山
县彭新镇公山小
学教师
关键词：38 年摆渡

学生的“船夫”教师

强直性脊柱炎的病症使他每
天拄着拐杖上课，被学生亲切称为

“弯腰哥”。他又罹患尿毒症，靠透
析维持生命，但仍坚持在教学一
线。

课堂上，他知识渊博、语言幽
默，深受学生喜爱。他的历史课不
再是一堆时间和事件的堆砌，而是
鲜活有生命力的“再现”。课下他
还帮助学生支起书架组织读书会，
让同学们热爱读书、善于思考。

工作21年，他以自己的行动影
响学生，以高尚的师德感染学生。
讲台是他人生的舞台，在这个舞台
上他弯腰书写着笔直的人生轨
迹。2015年，白冰被评为全国师德
标兵。③5

王艳着扎根农村，淡泊名利，
从教 19年硕果累累竟然还是初级
职称。她童心不泯，教育情怀浓
厚。为给孩子们鼓励，刚上班还
没工资的她就剪彩色五角星和精
致的纸花，带领孩子们收集废品
卖钱买奖品。善于创新使她成为

“童话女王”，她能把枯燥的数学
题变成有趣的童话，把孩子们平
时遇到的易错题和难题融入到故
事中去，让孩子们因“趣”生“趣”，
从而爱上数学。同时，她还通过
网络支教，为乡村孩子打磨“好玩
的数学”课程。

王艳着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
秀教师、中国好人、河南省“李芳
式”好老师。③5

“咱们山区贫穷落后的根子是
没文化，留下来当个老师，救救咱全
村的娃娃们！”1983年，村中老支书
的一句话深深扎在当时刚刚高中毕
业的方兴华心里，他拿起课本走上
讲台，一干就是36年。

方兴华的教学业务能力强，扭
转了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
连年下滑的落后状况。他动员妻子
到学校无偿照顾学生的生活，一干
就是十几个年头。为解决教师紧缺
问题，他说服儿子方书典放弃高薪
工作返乡从教，方书典迅速成长为
教学骨干。

方兴华、方书典这对父子兵
携手撑起山区教育的一片天，是
当地的师德标兵、优秀先进工作
者。③5

张桂枝爱生如子，困难学生身
边、生病学生床头总有她的身影。
她因材施教，亦师亦友，努力帮助学
生成长。她根植中原大地，长期深
入畜牧业一线开展技术服务、科技
扶贫，在漯河麻鸡品种鸡选育、家
禽流行病检测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
献。

她还担当传播信使，参与中亚
“一带一路”建设有关农业科技合作
项目，先后 8次组织专家团队到吉尔
吉斯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和“亚洲之
星”农业产业合作区等地开展科技文
化推广传播，扩大了河南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她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秀
教师、获“身边的张丽莉”等荣誉称
号。③5

李杰扎根基层，坚守乡村，将大爱
融入细微之处，从教 29年，坚守深山
教学点 16年。他坚持每天接送学生
上下学。每天中午给学生做饭，不断
变换花样。在教室一角设置服务台，
提供开水、感冒药，创可贴等，让孩子
享受家的温暖。为困难学生交学前学
费，给过生日的学生煮鸡蛋、买蛋糕。
自费设立“李杰爱心基金”，奖励优秀
学生和家庭困难孩子……他把看似平
常的教书育人工作做到了极致，以无
私的爱心赢得了业内的尊重与社会的
推崇。

李杰先后获评 2017~2018 年三
门峡教育人物、2018年度“中国好教
师”。③5

李雅是同事眼中的教学能手。她
已撰写各类文章 100多万字，成立了
语文名师工作室，承担了2019年周口
市骨干教师的培训任务。她还是河南
师范大学等校的“国培计划”特聘讲
师。

她是学生的“知心姐姐”和留守儿
童的“老师妈妈”。近年来，她成功申
请到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AC-
CEF）长期的图书专项资金和上海启
明书社的“爱阅读”项目，让学校图书
室拥有藏书1万多册。

她先后获得河南省骨干教师、河
南省名师、河南省教育系统学雷锋活
动岗位标兵等荣誉。③5

李化勇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船
夫”，教师和船夫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
的职业，他“兼任”了38年。

学校与村子隔河相望，如果要绕
水步行到学校，就要走 1个多小时的
田间小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业，
减轻家长的负担，38年来，他坚持用
小船摆渡学生。

他潜心研究复式教学的方法，他
申请的县级课题《一、二年级复式教学
方法初探》已结题，后来他又申请了省
级教研课题《农村教学点语文高效课
堂的研究》，他的复式课堂教学的方法
在全县得到推广。

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师、
全国模范教师。③5

11.杜战领，男，1963
年生，济源市坡头镇
苇园教学点教师
关键词：山村教学

点的全能教师

杜战领至今仍在济源市坡头镇
最偏远的西部深山里唯一的苇园村
教学点工作。在教学点工作的 37
年里，他无怨无悔，因为他的心一直
系在大山里留守儿童的身上。他总
想着怎样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帮
助，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学习好，掌握
更多知识。

他对差生从不歧视，不厌其烦地
鼓励，指导他们，使他们不厌学，并在
快乐中增长知识。孩子们生病的时
候，他给他们看病买药，放学的时候
一定给送到家里。他坚持对困难建
档立卡学生重点帮扶，经常到学生家
走访。坚守大山的他多次被当地评
为优秀教师。③4

作为高校教师，他长期扎根教学
科研一线。

10余年间，他的周末假期绝大多
数时间都在实验室度过。经过艰苦努
力和辛勤付出，他先后取得了国际上
第一个氧化锌基激子型电致发光、第
一个可持续工作氧化锌发光器件、第
一个氧化锌雪崩探测器等成果，研制
出高品质克拉级钻石化学气相沉积工
艺。

他执教课堂，给国家和社会培养
了大量的栋梁之材。他指导的学生
多次获得中科院院长奖、研究生国
家奖等奖励和荣誉。他也先后获得
中国青年科技奖、河南省杰出专业
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
荣誉。③4

有教育理想的老师、工作狂、拼
命三郎……这是学生对周位群的评
价。

2014年 6月 6日，高度紧张和劳
累的他在学校摔倒，导致特别严重的
股骨颈骨折。他放弃至少可以一年以
上的休养直接住进了教学楼，顽强地
拄着双拐站在了讲台上。这一拄就是
五年多。

他每天从早上 6 点多到晚上 10
点多坚守在办公室和班级里，始终和
学生奋斗在一起。一届届家长都说：
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硬拼、这样热爱学
生的老师。

他先后被评为洛阳市“最美教
师”、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等。③4

周福军是一名临床教师，除了圆
满完成各项教学任务之外，牺牲个人
休息时间，进行了长达 6年的公益医
疗志愿服务活动。

他投入 10 万元，自带设备、自
备课件、自行驱车，针对基层医生进
行了以“互联网+医疗”模式的继续
教育和培训，创办了“手机医学院”
微信平台，让乡村医生免费上“大
学”。

在工作和公益活动中，他践行医
德师德，积极传播正能量。2018年，
他被评为河南省工人先锋号、新乡医
学院最美教师。他的事迹先后两次被
央视报道。③4

从教22年，郑美玲以工匠精神
研究教学。

很多叛逆调皮的学生，在她
的影响下，都被激发内驱力，呈现
出明显的进步提升。不少后进的
班级，在她的感染下逆袭成为优
秀班级。她影响的不仅是学生的
学习能力，更对其人生发展产生
影响。学生称她是“一姐”，家长
称她是“女神”，同事称她是“钢铁
人”。

郑美玲一直朝着豫派实践型
教育家努力，先后被评为中原名
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入选“中
原千人计划”——中原领军人才
等。③4

作为一名聋人教师，自身的
经历让洪晶深深明白一个特殊孩
子的成长、成才是多么艰难。

学校“刻瓷工作坊”的成立是
洪晶为孩子们点燃的星星之火。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学到赖以谋
生的一技之长，可以看到希望与
未来。

为 了 让 学 生 接 触 到 新 的 技
法，她常常自费购买书籍，利用休
息时间自费外出学习。她所带领
的“刻瓷艺术工作坊”在“第六届
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获得
全国一等奖。工作之余，她参与
策划的一系列残疾人认知宣传及
体验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
注。

她 被 评 为 安 阳 市 文 明 教
师。③4

他是一名“奉献型”的带头人，
放弃自己的所有周末休息时间和
节假日，承担学校航空工程部的多
项工作；

他 是 一 名“ 智 慧 型 ”的 教 书
匠，所带领的学校无人机团队在
全国无人机应用比赛中多次斩获
大奖；

他是一名“务实型”的管理者，
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付出大量的心
血和汗水，不仅在课余与每个学生
谈心交友，还不辞辛劳地进行家
访。

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青
年教师、双师型教师、全国无人机
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委员会委
员 、河 南 省 航 空 业 协 会 特 聘 专
家。③4

2012年，郭文艳放弃城市幼儿
园的优越工作条件，来到山区幼儿
园一待便是7年。

她带领团队开荒建立生态种
植园，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构建
出适合孩子发展的园本课程。要
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家长的教
育思想，她创办全国第一所幼儿
园附属大学——川中社区大学，
让 280 多名农民在家门口上起了
大学。家长的成长反哺幼儿园的
成长。

短短的几年，其所在幼儿园获
得河南省示范幼儿园、河南省家园
共育示范幼儿园等多项荣誉，郭文
艳在中国学前教育学术论坛会的报
告，引起3000多名与会专家学者的
强烈反响。③4

参加工作 32年来，黄沂娅匆忙
的身影、干练的作风、独特的创意、
忘我的热情，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也成为学校师生心中的“敬
业女神”。

她的丈夫曾突发脑溢血，昏
迷五天五夜，她日夜守护在病床
旁。可是，丈夫刚有好转，她就加
入到创文文案整理和志愿服务活
动中，只有到了晚上，才拖着疲惫
的身体去病房继续照顾丈夫。

她对教育的执着，使她赢得了
驻马店市优秀教师、驻马店市骨
干教师等荣誉。③4

1996年，从中科院华南植物研
究所硕士毕业后，傅声雷到美国佐
治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取得众多
创新性科研成果。2004年，他放弃
了留在国外的机会，带着家人回到
了祖国。

2016年，他放弃了熟悉的生活
工作环境，来到河南开始了新的征
程。

河南是农业大省，目前，他带领
团队重点研究的一项内容，就是探
究如何通过调控土壤生物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他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③4

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除了
正常的教学，辅导学生参加比赛成
了刘先生工作的重头戏。他所带的
学生先后获得多项优异成绩，2018
年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全国决
赛获得数铣项目第一名、数控加工
中心第一名；2018 年第 45 届世界
技能大赛全国机械行业选拔赛获得
全国二等奖……耀眼的成绩少不了
辛勤的付出，训练期间他每天 6点
起床，第二天凌晨 1点多才能回到
住处。

在学生一次次取得优异成绩的
同时，他也多次荣获省级优秀教练、
优秀指导教师，这是对他付出的最
大认可。③5

他对待工作充满爱心、耐心和
细心，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及其家
庭状况，他开创“两访一会”工作
法，在校接待家长来访，课外时间
到学生家中家访，不定时分小组召
开家长会。执教前 10 年，他走访
过 300多个学生家庭，走遍了浚县
所有的乡镇。22 年来，他资助学
生 50 多人，多名受资助学生考上
大 学 ，3 名 学 生 获 得 博 士 学 位 。
2008年，他调入浚县职业中专，投
身职教事业，在新的岗位上续写教
育初心。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先后
被评为全国课题实验先进个人、河
南省优质课教师。③5

5.许永恒，男，1974
年生，浚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教师
关键词：开创“两访

一会”工作法的中

职教师

2009 年 9 月作为第一批特岗
教师，许运锋被分配到汝州市大峪
镇偏远山区的中学教学。特岗转正
后，按照规定，他符合到城区或回户
籍所在地任教的条件，却毅然放弃
了调动。为能够安心扎根在山区任
教，他还让妻子调到了山区。

他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与研
究，学习新课程改革理论，积极掌握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教学能力不断
得到提高。他深入钻研教材，分析
学生的基本情况，找准教学的重点，
突破教学的难点。他所教的学科成
绩连年位居全市前列。他先后被评
为汝州市教学标兵、汝州市先进教
育工作者等。③5

6.许运锋，男，1984
年生，汝州市大峪镇
第二初级中学教师
关键词：坚定山区

教育信念不动摇的

第一代特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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