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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周口最美教师”候选人出炉

请为你心目中的“最美教师”投上一票
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口

广播电视台主办的 2018年“周口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经组委
会组织专家评审，严格依照评选条件，本着向基层和一线教师倾斜
的原则，最终确定 20名候选人。 即日起广大群众可通过《周口日

报》、周口日报微信公众号、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行投票。
投票截至 7月 22日 24时。 投票结束后，组委会将组织评委，结合

公众投票情况对 20名候选人进行终评，评选出 10名 2018年“周
口最美教师”。 组委会将对2018年“周口最美教师”给予表彰奖励。

1.于晓曦，女，47 岁，扶沟县崔桥镇
一中教师。

26 年来 ， 她一直在偏僻的乡村任
教，并任毕业班班主任。 她关爱学生，坚
持用爱来温暖感化学生。 2011 年，学生
王颖杰在半夜胃病犯了，脸色煞白，嘴唇
发紫，额头冒汗，她迅速做了鸡蛋羹让颖
杰吃了暖胃， 又骑电动车送其到医院治
疗，忙得她一夜未睡；2013 年冬，她把自
己唯一的一件羽绒服脱给因穿得单薄，
双手冻得发紫的靳莉莉； 她将有网瘾并
转过 4 个学校的问题学生张成龙， 精心
培养成了优秀学生， 并考入省级重点高
中；她还长期资助多个贫困学生。她爱岗
敬业， 从不耽误学生一节课； 她积劳成
疾，每逢节假日就成医院的常客。她还热
心公益，为敬老院捐送棉被二十多条。她
先后获得“市骨干教师”“市文明班主任”
“市教学名师”“县最美乡村教师”“县优
秀教师”“县优秀班主任 ”“敬老孝亲模
范”等荣誉称号。

2.马丽，女，27 岁，周口市联营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她一直在用行动和成绩为“90 后”教
师代言。刚参加工作就担任班主任的她通
过幽默的性格和学生打成一片，对学生倾
注无微不至的关爱。 每天晚上她坚持查
寝、半夜带生病的学生去医院就诊、陪伴
学生决战周口马拉松赛……学生们都亲
切地叫她“丽姐”。 2017年冬，她因车祸撞
伤小腿，当她得知学生去开封参加对口升
学考试，便不顾家人劝阻，拄着拐杖，全程
陪同。 她先后获得“周口市优秀教师”“河
南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河南省班主任
技能大赛二等奖”等荣誉称号。

3.王芙蓉，女，38 岁，淮阳县齐老乡
中心小学教师。

她 20 年如一日，扎根乡村，像一棵
无名的小草， 默默地奉献自己的芳华。
2016 年暑假，暴雨肆虐，坑满河平，为了
学生的安全，避免意外溺亡发生，她拖着
怀孕八个月的身子，不顾酷暑烈日，挨户
宣传防范措施，与家长签订责任书，在危
险水域设立警示标识。 她用一片真心关
爱留守儿童， 定期开展智慧父母课堂培
训。她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给
学生一个微笑、 一个拥抱。 通过努力学
习，她获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
家庭教育培训师资格。她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优秀教师”“周口市优秀教师”“周口
市优秀班主任”“周口市基础教育教学教
研先进个人”，她还是淮阳县师德师风报
告团成员之一。

4.许静洁，女，31 岁，西华县大王庄
乡刘草楼小学教师。

2013 年，她通过特岗招教成为一名
特岗教师。学校离家十几公里，为了按时
上班，她每天早早起床，迎着星辰就骑着
电动车上路了。遇到刮风下雨，一不注意
就是一跤；车胎被扎破了，她硬是推车走
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上课前赶到学校。
她靠着坚持不懈， 从一个娇娇女变成了
一名人民教师。特岗服务期满之后，她义
无反顾留在了乡村小学。 她说，去别处，
是锦上添花；留下，却是雪中送炭，孩子
们需要我。 她以一颗赤诚之心投入教学
工作，严于律己，虚心求学，多次荣获“优
秀教师”称号。

5.刘慧玲，女，40 岁，周口市第十九
中学教师。

2001年参加工作以来， 她长年从事
毕业班数学教学兼班主任工作。 从教 17
年来，她一直坚守育人这片热土。 2003年
结婚，她只调了一天课，第二天又投入到
毕业班教学中。 怀孕期间腿脚虽浮肿厉
害，她还一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 她所带
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从踏上讲台
起， 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成了她的座右
铭。 她先后获得市级“优秀教师”“优秀班
主任”等荣誉称号。

6.李银锋，男，43 岁，商水县汤庄乡
第一初级中学教师。

从教 25 年来，他心系学生，爱生如
子，无私奉献，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帮
助学困生重拾信心。 2001 年，患急性阑
尾炎的他术后伤口未愈合就强忍疼痛入

班上课；2016 年底， 他又被诊断出脑膜
瘤和肺癌，次年 3 月做了手术，半月后他
便重返讲台。由于术后体质虚弱，他无法
到四楼上课，他便向学校申请，把四楼的
教学班挪到了一楼， 每月一次到郑州的
化疗也未耽误他的工作。他先后荣获“县
优秀班主任”“周口市优秀教师”“周口市
教学标兵”“周口市优质课教师”“商水县
最美教师”等称号。

7.吴彤，女，33 岁，项城市第一高级
中学教师。

从教以来，她始终把工作摆在首位，
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对待每一名学生，
她不分优生、差生，都会以真情换取学生
的真心。 在她心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引导学生，激励学生，真正做到“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对每一堂课，她都会认真
备课，只为让学生听得更明白，学得更轻
松。 她是一名军属，夫妻长期两地分居，
她独自一人承担家务，任劳任怨、无怨无
悔。 她先后荣获 “优秀教师”“模范班主
任”“最有爱心教师”等称号。

8.杨靖，女，40 岁，太康县实验中学
教师。

从教 21 年来，她潜心教学，与时俱
进，教书育人是她工作的全部。学生的饥
寒她看在眼里，学生的成绩她记在心里。
为留守学生以及家境困难的孩子添置衣

服和学习用品是常事。 她是学校毕业班
的顶梁柱， 学校增设冲刺班以来， 每周
42 节课，累了，她默默地忍着；病了，她
悄悄地承受。肾结石和咽喉炎、颈椎病没
有影响她所教的一节课。 婆婆和妈妈住
院，她妥善地安排，伺候病人和上课两不
误。她先后荣获“全国优秀辅导教师”“市
级骨干教师”“太康县优秀教师”“师德先
进个人”称号及“市课题研究二等奖”“市
论文一等奖”“省、市优质课大赛二等奖”
等多项殊荣。

9.杨琨琳，女，35 岁，太康县常营镇
中心小学教师。

参加工作以来， 她一直在乡村小学
工作，几乎教授过小学阶段的所有课程，
并担任寄宿班班主任， 除完成日常的教
学和班主任工作之外， 她还主动承担学
校的信息系统管理和乡村少年宫的辅导

工作。 她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
学生用心关爱，贴心呵护；对业务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 她先后获得“河南省德育
精品课三等奖”“市级优质课一等奖”“周
口市教坛新秀”“市级论文一等奖”“太康
县名师之星 ”“太康县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太康县演讲比赛一等奖” 等多项荣

誉，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10.张其坤 ，男 ，48 岁 ，商水县特殊
教育学校校长。

“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 我就
是特教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的服务员！ ”这
是他在教师会议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工作
中， 他不仅是教学能手更是心理咨询师、
裁缝师、理发师、高级护工……二十年的
特教生涯，他不忘初心，默默坚守，为了每
一个特殊儿童平等、自由、有尊严的活着
而付出着、担当着。他先后获得“市特殊教
育先进工作者”“市优秀教师”“县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在首届商水县最美
教师评选中，他不仅获得了殊荣，还把奖
励的两万元现金作为专项爱心基金，为真
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及家庭送去温暖。

11.张云霞 ，女 ，36 岁 ，项城市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

她是一名听障者， 正是对无声世界
有亲身体验， 才让她有了明确的职业选
择———立志让和她一样的听障孩子也能

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特殊教育不同于普
通教育，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耐心、爱心
和责任心。一个简单的算法，一句日常的
问候语，一个日常自理能力，她往往要重
复几十遍、 上百遍。 她不厌其烦的坚持
着， 因为她深信普通教育培养的是明天
的希望， 特殊教育同样也能擎起一片蓝
天！她先后获得“市级优秀教师”“市级德
育先进工作者”“市级优秀班主任”“周口
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项城市最美教师
提名”等荣誉称号。

12.张雪勤 ，女 ，30 岁 ，周口市经济
开发区莲花幼儿园教师。

从教以来 ，她积极主动 、一丝不苟
地做好各项工作，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进
取心， 常利用学习机会多听、 多看、多
记、多想 ，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带回幼儿
园 ， 进行二次学习和其他教师一起进
步。 她在班级管理中尊重、理解、信任幼
儿，善于发挥幼儿的积极性、创造性，全
面提升了幼儿社会性发展 。 她积极向
上、热情活泼，能歌善舞，深受幼儿和家
长的喜爱。 她先后获得“周口市优质课
评选一等奖 ”“周口市幼儿教师案例分
析一等奖 ”“河南省教师模拟教学和游
戏创造二等奖 ”“周口市模拟教学一等
奖”“周口市消防安全形象大使 ”“周口
市经济开发区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等荣誉称号。

13.张文博 ，男 ，39 岁 ，扶沟县韭园
镇二十里店小学校长。

他扎根农村教育 19 年，潜心研究语
文教学，教法灵活，语言风趣幽默，深受
学生喜爱； 他坚持十年如一日为老师义
务当司机， 免费接送学校老师上下班。
2006 年任学校校长以来，他办学理念超
前，注重学校特色发展，所在小学成为全
县农村小学管理的样板学校。 2016年 11
月，他被确诊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为不
影响教学，他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拄着
拐杖进课堂给孩子们上课。近年来，二十
里店小学先后被评为 “周口市示范性学
校”“周口市规范化管理学校”，他本人也
先后获得 “河南省优质课教师”“周口市
优秀班主任”“周口市骨干教师”“扶沟县
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14.张永华 ，男 ，55 岁 ，郸城县第一
高级中学教师。

他教龄 38 年， 曾 30 年如一日从事
高三毕业班数学教学工作。 他教过的学
生有近 200 人考上了北大、清华，他让对
文科生来说显得枯燥的几何变得好玩，
甚至有趣。他担任学校高考总教练，在北
大、清华自主招生中，学生加分人数连续
5 年全省第一名，郸城一高考上北大、清
华的 200 多名学生中，90%他都教过。 他
教过的学生，近万人考入理想大学。他常
跟同事说，无论外界怎样，都应该好好工
作，不是为了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全县的
孩子。 2001 年，他的左肾发现肿瘤，确诊
为肾癌，进行了左肾切除手术，医生建议
至少休息半年，最好停止工作。但两个月
后，他再次站在了高三讲台。 后续“干扰
素”免疫治疗中，产生发热口干、疲乏无
力、浑身酸痛等强烈副作用，为不耽误上
课，他调整用药时间，把病情发作痛苦调
整在夜间。 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模范教
师”“河南省数学特级教师”、周口市首届
“十大名优教师”，三次被授予“郸城县教
育功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15.陈春梅 ，女 ，46 岁 ，西华县奉母
镇初级中学教师。

参加工作以来， 她一直在奉母二中
从事英语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在教育战
线上已工作 28 个春秋。 这些年，她送走
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她把全身心的爱
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师生情谊深厚，
不是母子，胜似母子。2017 年 4 月 13 日，
她查出患有乳腺囊肿结节， 医生建议及
时做手术。 她却对医生说：“再等两个月

行吗？等中招考试过后再做吧，我是毕业
班的班主任，怕影响学生的考试。 ”她作
为学校英语教研组组长，积极主持听、评
课活动，带领同事攻克难关，并获得“课
改能手”“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16.南晓绿 ，女 ，47 岁 ，黄泛区农场
南坡明德小学教师。

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性格开朗，
是个典型的“孩子王”。 每个学期都带领
学生开展春游、 生日庆祝会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 同时每个学期坚持把全班学生
至少家访一次， 她用自己的体贴和关爱
去感化学生，帮助学生排忧解难，赢得了
学生的爱戴。在一次家访时，她发现一位
突发心脏病独自在家的家长， 她迅速通
知医生救治，挽救了这位家长的生命。从
教 26年来， 她坚持天天给学生读名著，
并引导全校师生开展海量阅读和群文阅

读活动，营造了温馨的书香校园氛围。她
先后获得 “周口市优秀工作者”“教师经
典诵读二等奖 ”“教育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17.柴亚辉 ，女 ，38 岁 ，周口市中原
路小学教师。

任教十几年来，她工作没有一丝懈
怠，从没因个人原因请过假。 她曾左脚
骨折， 打着石膏拄拐坚持为学生上课，
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堂时间、不给同事
增加负担，她忍着口渴，3 个月不曾在单
位喝过水。 她真正把班里的学生当成自
己的孩子，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 她
经常关注班里单亲家庭的孩子和留守

儿童，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经常在课余
时间辅导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她热心
公益事业 ，为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自费
带领班级的孩子去看望受伤住院的同

学。 她先后获得“周口市文明教师”“周
口市优秀班主任 ”“周口市信息技术教
学标兵”“川汇区优秀教师 ”“川汇区优
秀班主任” 等荣誉称号。

18.程铭 ，女 ，39 岁 ，周口市文昌中
学教师。

她从事高三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多年， 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她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 她教学有方，高徒辈出，曾参与
培养出了 2015 年河南省理科状元祝乐。
她注重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培
养学生潜力、开发学生智力。她努力践行
师德规范， 并用一言一行去教育培养青

年教师。 近年来，她先后带出了几位“高
徒”。她始终把“献身党的教育事业”作为
人生的座右铭。 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谱写了一曲默默无闻的奉献之歌。 她撰
写的《做一个有魅力的教师》荣获“师德
论文省级一等奖”，她先后获得“国家级
优秀辅导员”“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
骨干教师”“河南省优质课教师”“周口市
优秀班主任”“周口市教学名师” 等荣誉
称号。

19.韩天杰 ，男 ，44 岁 ，郸城县双楼
乡后徐楼小学教师。

他每天微笑着站在校门口迎送学

生，风雨无阻；村口地头，足迹遍布村庄
的每一个角落， 他把信任和承诺留在了
每一个家长心里；粉墙砌地，挥汗如雨，
为学生住宿创造条件；成绩差了，身体病
了， 孩子的冷暖他都牵肠挂肚；20 天内
三次手术， 他差点被因工作而耽误治疗
的疾病夺去生命。 3 年，他将一个濒临倒
闭的学校生源增加近 10 倍。 他 19 年如
一日，早 5 点起床，晚 10 点查寝，他没有
感天动地事迹， 却感动了每一位家长。
“爱生如子，教育有方”“心系教育、德彰
天下” 一面面锦旗诉说着家长的感谢和
敬重！ 2018 年 5 月，他在郸城县乡村学
校振兴现场会上作典型发言。 中国教育
报头版以《寄宿让乡村学校逆势生长》为
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他先后获得县
级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质课一
等奖”等荣誉称号。

20.靳可志 ，男 ，39 岁 ，淮阳县朱集
乡张营小学教师。

他一直工作在农村教学一线，长期
教授数学、 英语课程并兼任班主任、总
务主任。 2016 年 5 月，他 5 岁的儿子患
脑瘤在郑大一附院手术治疗，期间逢周
六、周日去郑州陪护 ，其余时间回校上
课。 其父亲得知孙子手术也突发脑梗住
进了医院。 他既要陪护孩子，又要照顾
父亲，在淮阳、郑州、学校三点间来回奔
波，直至父亲、儿子病情稳定，期间他从
未耽误过一节课。 2017 年 9 月，儿子脑
瘤复发 ，再次住院进行手术化疗 ，看着
孩子日渐虚弱 ， 他的眼泪只能偷偷地
流。 2018 年年初，他的儿子因医治无效
而永远离开了 ，他强忍悲痛 ，继续奋战
在教学一线，把他的爱继续奉献给可爱
的学生和教育事业。 他先后获得“淮阳
县优秀教师 ” “淮阳县优秀班主任 ”
“TCL 烛光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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