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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人”2022最美教师

“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在郑举行
������本报讯 9 月 6 日晚，“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在河南广播电视台隆重举

行。 信阳市息县包信镇管楼小学教师王立峰
等 10 名优秀教师荣获“出彩河南人”2022 最
美教师称号； 河南大学教师程民生等 2名教
师获得特别奖；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教师王
明丽等 8名教师获得优秀奖。

在发布仪式上，“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
教师正式揭晓，他们分别是：让学生在家门
口就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教育老黄牛”、信阳
市息县包信镇管楼小学教师王立峰；用情用
智育人才、被学生称为“香妈妈”的新乡市获
嘉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清香；痴迷甲骨、将甲

骨学研究带入智能化时代的安阳师范学院

教师刘永革；选才育才、让孩子爱上体育圆
梦奥运的周口市鹿邑县西城中学教师米景

发；中原教学名师、辅导学生斩获技能大赛
金牌的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孙莎

莎，；德育专家、为优秀班主任代言的濮阳市
第一高级中学教师李艳丽； 思政课首席、传
扬抗日名将家风的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

教师常青；携父执教、用爱感化学生的鹤壁
市实验学校教师蒋和震；“国家特支计划”教
学名师、把技术送到乡亲家里的河南农业职
业学院教师智利红；组建合唱团、把盲童带
向更高舞台的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潘

家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程民生 ，

近 40 年的执教生涯中坚持守正创新，提出
“课比天大 ”的教学理念 ，在去年 6 月河南
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火遍全网， 网络点
击量达 8 亿次， 被广大师生和网友亲切地
称为 “宝藏教授 ”；商丘市虞城县站集镇第
三初级中学教师卢文建， 大学毕业后放弃
留城工作机会，主动到乡村学校任教，后因
病双目近乎失明 ，通过 “借眼授课 ”28 年 ，
探索出深受学生欢迎的快板书教学等教学

方法，被央媒集中关注报道。 程民生、卢文
建 2 人因事迹突出、影响广泛，被组委会授

予特别奖。
获得 “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教师优秀

奖的 8 名教师分别是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教师王明丽、驻马店市新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教师王路路、商丘市永城市马牧镇夏棠林小
学教师朱婧云、新乡市卫辉市柳庄乡中心学
校教师闫文梅、周口市郸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学校教师安妮、河南科技学院教师欧行
奇、河南省实验幼儿园教师郭小琼、河南财
政金融学院教师樊霄英。

“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教师宣传推介
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委
教育工作委员会、河南省教育厅、河南日报

社、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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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彩河南人”2022 最美教师宣传推介
活动自 2022年 3 月启动以来， 全省各地、各
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参与，推荐了 160 位参
评教师，经组委会预评、初评、点赞、终评等
环节，最终确定 10 名“出彩河南人”2022 最
美教师、2名特别奖、8 名优秀奖。 自 2015 年
开始，“出彩河南人”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
至今已连续举办 8 届，在全省各地、各校引
起强烈反响，在全社会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
厚氛围。

闫文梅 欧行奇朱婧云卢文建 王路路程民生 王明丽 安 妮

潘家贺智利红李艳丽 蒋和震孙莎莎王清香 米景发王立峰 刘永革 常 青

樊霄英郭小琼

“出彩河南人”2022最美教师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立峰 男 信阳市息县包信镇管楼小

学

王清香 女 新乡市获嘉县第一中学

刘永革 男 安阳师范学院

米景发 男 周口市鹿邑县西城中学

孙莎莎 女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李艳丽 女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常 青 女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

蒋和震 男 鹤壁市实验学校

智利红 女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潘家贺 男 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

程民生 男 河南大学 卢文建 男 商丘市虞城县站集镇第

三初级中学

特别奖

王明丽 女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王路路 女 驻马店市新蔡县第二高

级中学

朱婧云 女 商丘市永城市马牧镇夏

棠林小学

闫文梅 女 新乡市卫辉市柳庄乡中心

学校

安 妮 女 周口市郸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学校

欧行奇 男 河南科技学院

郭小琼 女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

樊霄英 女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优秀奖

1.王立峰，男，57岁，
信阳市息县包信镇管楼小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教育老黄牛”， 努力让孩子
在家门口接受良好教育

王立峰踏上管楼小学的讲台，一干就是 40
年。 40年中，他劝动过重男轻女不让女孩儿上
学的家长，为残疾的孩子送教上门；他为不耽误
学生上课，让儿子自己前去医院，却不料发生严
重车祸；他曾因讲课用嗓过度积劳成疾，甚至失
声……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依旧坚守讲台。

2018 年，已经调任至镇中心校的他毅然决
定回到管楼小学。 这时的管楼小学只有 1 个
班、3 名学生。 他自己动手改造校园，打造校园
文化；他串户走访，让 57 个孩子回流至管楼小
学。截至目前，管楼小学有 9名教师、6个班级、
118 名学生。

为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享受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王立峰像老黄牛一样在努力
着。 他曾获信阳市优秀班主任、息县劳动模范
等称号。

2.王清香，女，54 岁，
新乡市获嘉县第一中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学生的“香妈妈”，用情用智
育人才

怀着“当一名好老师”的梦想，王清香辛勤
耕耘教坛 30余年。 1998年，她的人生遭受重大
打击：同为教师、年仅 32岁的丈夫身患重病。 王
清香一边上课一边照顾丈夫， 但丈夫最终还是
离开了她。 办完丧事的第二天，王清香便又回到
了课堂。 那天， 知道内情的学生感动得同声呼
喊：“王老师，我们爱您！ ”

王清香坚持“爱是教育的先导”，在陆续将
600 多位学生送入重点大学的同时，也不放弃
任何一位后进生。 学生患肠胃炎，她坚持每天
为其熬粥；学生上网成瘾，她春节期间还在做
其思想工作；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她耐心开解、
暖心陪伴……因而，她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香
妈妈”。

王清香曾荣获河南省师德标兵、河南省特
级教师、河南省优秀班主任等称号，并当选省
人大代表，还曾获颁一年仅授一位的“新乡年
度教师”。

3.刘永革，男，56 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事迹关键词：将甲骨学研究带入智能化时
代

刘永革从 2000 年至今，20 余年潜心研究
甲骨文信息处理技术，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 项。 他带领团队研制的甲骨文字库、
可视化甲骨文输入法，把甲骨学的研究带入了
数字化时代。

近年来，刘永革带领甲骨文信息处理创新
团队，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服务甲骨学
研究。 “计算机缀合甲骨”取得突破进展，目前
已经缀合 20 组甲骨碎片， 开创了甲骨文研究
的新局面。 2019年，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甲骨
文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在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大会上向全球开放，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甲骨文数据库，标志着甲骨学的研究进入
了智能化的时代。。

刘永革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

奖，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等。

4.米景发，男，49 岁，
周口市鹿邑县西城中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选才育才，让孩子爱上体育、
圆梦奥运

米景发深耕中学体育教学 28 年， 以守正
创新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爱上体育、圆梦体
育。 他在教好教活每一节体育课的同时，倾注
于发掘培养输送优秀体育苗子，50 多名学生
或圆梦体育院校或入选国家队。 他于 2009 年
发现推荐的张灵，在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
双桨决赛中荣获金牌；胡笑笑，在东京奥运上
实现了中国诺卡拉 17 级帆船项目的历史性突
破。

多年来，米景发初心不改，把选拔、培养、
输送体育人才做为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积极拓
宽选才渠道，持续关注他们的成长，推动人人
关注体育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其所在学
校被授予“国家赛艇少年后备队鹿邑县招生选
才基地”。

米景发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教练员、河南
省教师教育专家、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名
师等称号。

5.孙莎莎，女，40岁，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事迹关键词：中原教学名师，金牌辅导员，
全能班主任

孙莎莎 2006 年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后，
怀着教育理想，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一干就是
16 年。 作为教师，她引导学生学好技能，辅导
学生从参加技能大赛， 带领他们拿到全省金
牌、全国奖牌；作为班主任，科学的育人理念也
使她收获了自身的专业成长，在全国和全省的
中职学校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都获得了一等

奖；作为专业课老师，她在教学工作上孜孜以
求，获得全国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成为职业
教育的教学精英；作为系部负责人，她带领团
队建设了省级在线精品课、 省级教学资源库，
用自己的教学经验辅导青年教师取得全国大

奖多次，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孙莎莎先后被评为中原教学名师、河南省

教学名师、河南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等。

6.李艳丽，女，45岁，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德育专家，为优秀班主任代言
李艳丽踏上讲台 25年，班主任也做了整整

25年。 她是同事眼中优雅知性、阳光干练的“女
神”；她是学生口中“电视剧里才有的班主任”；
学生把她大笑的照片贴在教室门口， 称她的笑
是“除日月星辰之外的第四种美好”；多位学生
报考师范院校，只为长大后成为她……

李艳丽酷爱德育研究，以她名字命名的河
南省名班主任工作室成立后，成员辐射到内蒙
古、重庆等地。 今年 2 月，她主持的《积极教育
理念下高中班级管理策略研究》被省教育厅立
项为重点课题。 今年 5 月，她策划的班会思政
课“给抗疫父母的颁奖典礼”，先后被多家媒体
重点报道，，影响广泛。。

李艳丽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
优秀班主任、河南省最具智慧力班主任、濮阳
市师德标兵等称号。

7.常青，女，40岁，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思政课首席，传扬抗日名将
“九字家风”

常青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曾外

孙女，“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是常青家中世
代相传的家风。 自 2001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
常青除了担任教学任务，还经常给学生、家长
上思政课，为孩子们讲述杨靖宇将军的英雄故
事，分享自己的家风传承。

2019 年，学校组建 “陇西小学思政课 ”教
师团队，常青任思政课首席教师 ，并成立 “常
青工作室”。 她所讲授的精品思政课《太爷爷
杨靖宇的故事 》，还登上 “学习强国 ”慕课栏
目；她带领团队开发的 “党史立志 ”校本课程
在区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已成为学校党
史教育品牌。

常青一家曾获 “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
家庭”，她本人也被评为河南省模范教师、郑州
市优秀共产党员等。

8.蒋和震，男，48 岁，
鹤壁市实验学校教师

事迹关键词：携父执教，以爱育爱，能冲善战
从教 27 年来，蒋和震“以德育人”的初心

坚定，教学生懂法做人、明理上进，特别是对待
后进生与问题生，他从不放弃，耐心矫正。

1991 年 , 蒋和震的父亲患上精神分裂
症 ，后病情加重 。 他毅然放弃了专升本和去
北京工作的机会 ，守在父母身边 。 2004 年下
乡支教时 ， 他带父亲到农村 ， 吃住在一起 。
他还坚持关爱老人 ，扶助孤寡 10 余年 。在他
的带动下 ，先后有近 800 名学生参与敬老志
愿服务活动 。

面对疫情，蒋和震坚持冲在一线，逆行担
当，在防疫危险敏感的关键时期“白+黑、5+2”
志愿到一线值勤，守护平安；2021 年，“7·20”特
大暴雨后，他带头背扶、转移村民 2000 余人，
起早贪黑地搬运救灾物资，累倒在现场。

蒋和震先后获得全国孝亲敬老之星、全国
优秀教练员等称号。

9.智利红，女，51岁，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教师

事迹关键词：“国家特支计划” 教学名师，
把技术送到乡亲家里

从教近 30 年来， 智利红主持了一批引领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发展的研究项目，形成
了具有一定复制推广价值的教育教学成果。在
节假日和农忙时节，她经常奔波于田间地头和
农民一起“实战”，有针对性地开展果树、花卉
管理等技术指导，与乡亲一起商讨产业发展规
划，真正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技术送到乡
亲家里。 10 多年来， 她走遍了洛阳市周边的
158 家园艺企业和全省 28 家园艺龙头企业，服
务范围辐射河北、山东、湖北等省；她先后担任
30 余家园艺企业技术顾问， 指导企业培育新
品种、、改进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创新等，，成功实

现国外芍药鲜切花品种的本土化种植，实现企
业利润提升 30%。

智利红先后被授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教学名师、河南省职教专家、河南省
职教名师等称号。

10.潘家贺，男，35岁，
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事迹关键词：组建盲童合唱团，把他们带
向更高舞台

潘家贺 12 年的盲童音乐教育历程中汇聚
着他点点滴滴的爱。 他的爱从亲身体验起步，
在生活和工作中常常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用
盲人的方式去适应一切细节；他把一颗爱心融
入到与盲童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关爱呵护每一
位学生；他根据盲童生理、心理特点，创建了有
自己特色的盲童音乐课程，形成了合唱团训练
系统性可操作的方法，有效提高了盲童音乐教
学的速度与质量。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2014 年，在他的
建议下，学校组建了“苔花合唱团”。 8 年来，他
带领合唱团先后获得第 15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
童声组金奖、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世界的回
声”合唱音乐会优秀展演奖（德国）、中国合唱
节童声组金奖等 50 多项荣誉。 潘家贺也因突
出表现获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省文明社团指
导老师等称号。

特别奖
1.程民生，男，66 岁，
河南大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宝藏教授”， 毕业致辞火遍
全网

““纯真辟油腻，，善良能辟邪。。 ””22002211年 66月，，

程民生在河南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火遍全网，
点击量达 8亿次，新华社、央视频等媒体竞相报
道。 他也被广大师生和网友亲切地称作“宝藏教
授”。

在近 40 年执教生涯中，程民生坚持创新，
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文
明中的汴京元素，受邀在全国各地授课，赴韩
国、菲律宾等国讲学，生动解读和广泛传播宋
文化，对推动宋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他重视
教学，很早就提出“课比天大”的教学理念，坚
持为本科生上课，从不耽误一堂课。

程民生所在的中国史教师团队获评河

南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 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团队 ； 他本人也被评为河南省优
秀专家 ， 荣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 。

2.卢文建，男，51岁，
商丘市虞城县站集镇第三初级中学教师

事迹关键词：借眼上课 28 年，央媒集中关
注报道

1992年，大学毕业的卢文建放弃留城工作
机会，主动到家乡一所急需教师的乡村学校任
教。 工作 2 年多后，因一场高烧加上工作用眼
过度造成视力受限。之后，卢文建借妻子、儿子
和学生的眼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守
讲台 28 年，不仅一直教毕业班历史课，还担任
过十多年班主任。

他关爱学生，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
立卢文建助梦奖激励学生。他探索出的借眼授
课法、快板书教学法、扑克牌提问交流法、激励
教学法等效果显著。 他热心公益， 做报告、演
讲、宣讲、公开课 350 多场。

卢文建先后获河南省师德标兵、河南省岗
位学雷锋标兵、河南省骨干教师等近百项奖励
和荣誉。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主流媒
体对他进行了深度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