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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9月 9日晚，“出彩河南人”2021最
美教师发布仪式在河南卫视播出，11位优秀教师荣获“出彩河
南人”2021最美教师称号，2位教师获得特别奖。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一个人能为梦想坚持多久？101 岁的
她，每每回望20岁时的选择，总觉幸福：“当
你足够热爱，年少时的梦可以坚持一生。”

痴迷、忘我，在三尺讲台上46年日复一
日把大事小事做到极致，她成了无数学生心
中那束点亮人生的光，也成了女儿、外孙们
的人生榜样。

开封市炭厂胡同一栋 35年房龄的老房
子里，有这样一户不寻常的人家——一家三
代 18人投身教育事业，今年教师节前夕获
评河南省首批教育世家。

一世痴梦：101岁丹心未泯

“朱老师，这辈子总共教过多少学生您
还记得吗？”

“桃李满天下！”9月 7日，101岁的开封
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老校长朱美琳收拾得
利利索索，拖着长腔回答。

这一声，抑扬顿挫，把大家逗笑了，她也
笑了。

朱美琳1920年出生在开封市一个贫民
家庭，18岁时因家里实在供不起，退学成了
高中肄业生，后来跟随身为教师的丈夫，先
后在汝阳县、临颍县、汝州市、三门峡市、新
密市等地当教师。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
当一个好老师，教更多人学文化，让国家变
得更强大，不再受欺侮。

1955 年，朱美琳来到开封市东棚板街
小学（开封第一师范学校附小前身）任校长，
一干就是 15 年。她领着大家扩大办学规
模，提高办学质量，学校当年力倡的素质教
育改革不仅在河南，在全国也享有盛誉。

20 岁走上讲台，66 岁离开工作岗位。
46年间，她见证、参与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变
革，参编了时间跨度达 145年的《开封教育
志》，提议创办了开封市教育系统第一所幼
儿园……

三代书香：一家18人育桃李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半夜
醒来，都看到妈妈在看书写字。”五女儿李宏
君说。

受妈妈影响，朱美琳的 5个女儿全部走
上教师岗位，孙辈中也有多人当老师。目前
全家37口人中，共有18位人民教师。

“以德为魂，学会做人，以能为本，教书
育人”“学校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
大也是小事”，朱美琳挂在嘴边的这些话，也

成了孩子们的座右铭。
和朱美琳一样，他们除了教学生书本知

识，还特别重视育人，爱孩子、尊重孩子，帮
助孩子们点亮人生梦想。“李妈妈”，她的 5
个女儿的共同名字，在一届届学生口中叫
响。

大女儿李临君，1967 年毕业于河南大
学外语系，是当时的高材生。在朱美琳的引
领下，当年选择很多的她毅然从教，一干就
是 35年。退休后她返聘到学校，一干又是
15年。

代代传承，五姐妹也成了家里第三代的
榜样。

“听母亲讲姥姥的故事，我认定了人生
方向。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开封市经贸职业
中专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第六中学任教，到
现在已经 24 年了。”朱美琳的外孙女李响
说。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李响先后获得河
南省师德先进个人和开封市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

“我双腿患重度膝关节炎，做过 4次大
手术，经常疼得两眼泪。但是一到班里我就
不知不觉满面春风，看着孩子们成长、进步，
觉得特别幸福。”朱美琳的外孙女王璐璐也
成为开封市优秀教师、开封市优秀班主任。

家风力量：七岁娃的爱教情

家风传承。虽然没有耕耘在教育一线，
但朱美琳家的其他家庭成员也与教育结下
了深厚情缘。

朱美琳的外孙孙中阳，多年来资助开封
五中的建设和自强班贫困学生；

朱美琳的外孙女女婿庞雪泽多年资助
贫困学生，还在开封市两所学校各捐赠 5万
元设立厚泽教育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
学梦想。今年暑假，开封市第二实验中学教
室因为暴雨墙皮脱落，他帮助学校维修了 5
间教室，捐赠了 6台空调，还给开封回民中
学捐赠了5台空调。

精神的伟力还不止于此。朱美琳第四
代重外孙、21岁的孙天一在美国留学，出国
前他对太姥姥说：“我去美国学本事，学成回
来要像您一样报效祖国。”

朱美琳也是重外孙女庞佳慧的“筑梦
人”。在太姥姥的影响下，7
岁女孩庞佳慧也有一个“教
师梦”，她最喜欢的玩具是
家中的一块小黑板，经常有
模有样地给家中的布娃娃
讲课。梦想的种子，已在她
心中生根发芽……③9

长大后，我也成了你
“出彩河南人”
2021最美教师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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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同心、让村小旧貌换新

颜的禹州市花石镇观音堂小

学教师 王变变、靳塬统

●扎根田野、激活乡村教育蓬

勃力量的濮阳县文留镇东王

庄小学教师 王爱红

●投身特岗、拓展启智扶贫之

路的林州市采桑镇第一初级

中学教师 元建周

●兼任第一书记、探究控辍保

学新路径的漯河市高级中学

教师 申中华

●“在校史中挖掘党史”、助力

红色基因传承的郑州市第

101中学教师 朱奎鹏

●课堂因材施教、课下网络互

联的河南师范大学教师 刘安

娜

●倾其所有、把留守孩子送向

理想学堂的新乡县大召营中

学教师 张峰

●全科教学、让乡村孩子全面

发展的沁阳市龙泉中心小学

教师 陈佩

●共享精品课程资源、传承中

华医学精华的河南中医药大

学教师 崔姗姗

●引领智能优化领域发展、为

“双一流建设”增砖添瓦的郑

州大学教师 梁静

“出彩河南人”2021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还首次增设优
秀奖，共有10位教师获奖。

今年的发布仪式还有两大亮点：一是刚刚获得 2021年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的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郭文艳，在
发布仪式上代表全省教师表达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决心
和信心；二是河南省首批教育世家的家庭代表，一起“云”朗诵
原创叙事诗《赓续百年，初心不变》，展现了教育世家代代传承、
薪火相传育桃李的教育情怀。

据悉，“出彩河南人”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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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台共同主办，河南省师德建设宣传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河南省教育发展基金会承办。自 2015年开始，“出
彩河南人”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③6

●以焦裕禄为榜样、讲活思政

课、引导学生走好人生路的

“思政网红”

——郑州大学教师 周荣方

“双减”之下
如何做一名好老师
编者按：

“双减”，指的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的实质是提质，提质的关键在老师。
今年的教师节，是“双减”落地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对老师来说，
意味着新的征途、新的挑战。

本报组织的这场教育圆桌会，邀请到的嘉宾有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有中学副校长以及小学名师，一起探讨“双减”政策下如
何当好一名老师。③6

主持人：冯军福 河南日报记者

嘉 宾：郭文艳 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

史敏敏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副校长
刘 璐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滨湖小学语文教师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时间到了，请大家进微信群直播课
堂，开始上课！”9月 9日上午 8点 30分，西
峡县石界河镇烟镇小学迎来了新一天的网
课教学，校长兼一年级数学、二年级语文老
师王宜臣在学校微信群中安排着教学任
务。

“上网课的劳动量比平时要大得多！
既要认真备课、按时讲课，还得不时检查课
堂纪律，课后还要反馈作业完成情况。”王
宜臣告诉记者。

烟镇村是老界岭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全 村 10 个 村 民 小 组 都 位 于 大 山 深 处 。
1981 年春，王宜臣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

“臣娃，学校缺老师，你到学校教书吧，娃们
只有上学才能走出这深山啊！”在时任村党
支部书记、他的父亲王正堂的劝说下，18岁
的王宜臣走进村小学成了一名临时代课教
师。“我先后成为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到今
年已经40年了，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已经 50
岁了！”王宜臣微笑着说。

曾经，王宜臣的家庭负担很重，好心人

劝他另谋出路。“我想着一辈儿要比一辈儿
过得好，立马就坚定了从教的决心！”王宜
臣说，“能教书育人是俺最大的幸福！”

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有一桶水。
为教好体音美课，他自费买来了口琴、笛子
和二胡等乐器进行练习，并积极参加线上
线下学科教学培训，运用计算机制作课件
辅助教学，疫情期间运用钉钉、微信等软件
进行直播教学。因计算机操作娴熟，他被
周边学校的老师们称为“业务片长”。

烟镇小学有单亲家庭学生、贫困学生
和留守儿童。小森浩因家庭变故，与年迈
的奶奶相依为命。每周上学时，王宜臣都
到他家里接他，生病时领他看病买药，尿床
时给他把被褥拿出去晾晒。“他虽是男老
师，但孩子们都叫他‘校妈’。”同事张书伟
说。

“2010 年 7 月 24 日，俺村遭遇特大洪
灾，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回跑了十来趟，刚
把电脑、电视等教学设备搬到安全的地方，
12间校舍就被大水冲倒了。”该村党支部书
记封彦柱竖起了大拇指。

“我教的学生中有20多人当上了老师，
他们都回到了家乡，奋战在教书育人的第
一线，他们是我的骄傲！”王宜臣说。③8

他是男老师，但孩子们都叫他“校妈”

第37个教师节

扫码看视频

◀9月 9日，郑州四中暑假留校
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将鲜花和自制贺
卡献给老师。⑨6 王铮 刘少强 摄

9 月 8 日，
焦作市第十中
学学生向老师
展示自己创作
的“感恩老师”
宣 传 画 。 ⑨ 6
李良贵 摄

11位最美教师

最美教师特别奖

●用白发书写青春、用亲情点

亮心灵的“80后白发校长”

——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

小学校长 张鹏程

制图/周鸿斌

9 月 8 日，
商水县舒庄乡
杜店小学的学
生为老师献上
鲜花，祝贺教师
节快乐。⑨ 6
乔连军 摄

关键词：课堂质量
主持人：“双减”之下，怎样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刘 璐：只有孩子们充分配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去
年，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沈从文先生的《腊八粥》时，我在腊八节
那天给全班孩子熬了一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这堂“生活课”，
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了腊八粥是怎么煮的、什么味道，也让我懂
得了什么是“亲其师，才会信其道”。从那以后，孩子们和我的
关系更近了，上课也更专心听讲了。

郭文艳：对于乡村教师来说，好的课堂不只是传授知识技
能，更重要的是开发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激发孩子们主动探
究的兴趣，让他们通过多种感官或行为“参与”课堂，实现“做中
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关键词：作业设计
主持人：学生作业总量和做作业的时长减少了，如何控量

又提质？

史敏敏：对于作业时长的控制，最难的是学生基础不同、学
习习惯不同。这就要求老师从作业总量、难度等方面进行分类
布置，也可以以“必做题+选做题”的方式布置，给学生更多适合
自己的选择。

刘 璐：作业形式也要“丰富多样”。我设计了一个“班级漂
流日记”，让孩子们7个人为一组，轮流“画”日记，没想到他们的
积极性特别高，不仅可以在上面涂绘，也可以贴心情标签，还可
以书写文字。毕业时，这些密密麻麻、图文并茂的“作业本”，成
了他们珍贵的留念。

关键词：家校共育
主持人：老师和家长均是重要责任主体，如何密切家校联

系、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刘 璐：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养成的学习习惯在家里得不到
坚持，就会“前功尽弃”。有的家长经常质问孩子“作业写完了
没”，但却忽略了有没有为孩子营造好的学习环境。老师要注
重和家长沟通，引导家长的教育思想，同时给予一些科学实用、
容易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

郭文艳：“双减”需要提升家长素质，实现家校共育。2014
年，我们在辉县市西平罗乡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幼儿园为依托
的乡村社区大学——川中社区大学。经过多年实践，山区农民
的教育理念得到极大提升，最终形成了家校协同育人、协同减
负的工作合力。③6

●一家三代18人投身教育●

●扎根山村40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