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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大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安顺教育
工作质量，按照《安顺市教育局 安顺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安顺市2017年教师节优秀人物
表彰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安市教通〔2017〕69号)文
件要求,在今年教师节期间,表彰一批“优秀教师”和

“优秀教育工作者”。

评优工作启动后，通过层层推荐评选,截止9月1
日，在全市3万多名教育工作者中，共评选出65名严
谨笃学、精通业务、师德高尚的“优秀教师”和15名勇
于探索、善于管理、锐意改革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刊出其中 20 名“优秀
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个人事迹，让他（她）们
的优秀事迹引领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充分展现新
时期、新形势下人民教育工作者的光荣形象。

优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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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老师 周丽江老师 刘琼老师彭明贵老师 肖莉老师

王良广老师 吴春君老师 竺凌老师毛政老师 陶文翠老师

彭明贵老师，是马
场镇中心学校的教师。
1999 年毕业于安顺师
范普师班，在岗期间函
授完成小学教育大专学
业，现为马场镇中心学
校学科带头人，县级骨
干教师。

彭明贵老师热爱教
育事业，从教多年来有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教书育人，勇挑重
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任劳任怨。作为一名普
通教师，为校领导分担
事务，努力做到了身正
为范，用自己的言行诠
释了师德的高尚。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但教师如果没有扎实的教
学技能，空有一腔热情是没法完成这一使命的。他把练
师能力当作不断提高师德修养的一个目标去追求。平时
刻苦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不断提升学历水平。教学上
更是潜心研究教材教法，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行动，他
的课因学生个性的张扬而美丽，因教学理念的前卫而精
彩。他认为，一名教师的成长首先从教学反思开始，反思
自己每一节课的得与失，反思教师的教、学生的学，经过
多角度的反思和留心自己的教学，不断总结经验，找出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实施解决。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也是国家的未来。在学习中他
深刻认识到教师使命的重大和师德弘扬的迫切，明确了
教师对于学生进行道德垂范、知识传递、学法引导、情感
培育、人生启迪的重要。新的教法和理念，让他的每个学
生快乐地学习。他始终践行为人之道，从师之道，注重敬
业和奉献。

肖莉老师，是平坝
区特殊教育学校的教
师。学校从筹备建校到
正式成立，从24名学生
发展到 124 名学生，这
里的一针一线、一砖一
瓦都见证了老师们的付
出，辛苦着并快乐着。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给了
肖莉太多的感动。

肖莉为学生刘庭刚
送教上门，看到多重残
疾的他生活不能自理，
心里十分心痛。每当看
见老师到来，刘庭刚的
目光中都会放射出欣喜
与兴奋，而肖莉老师的
心却阵阵酸楚，每当老

师离开，孩子用手艰难地支撑着瘦弱的身体，颤颤巍巍地给
老师深深鞠躬，一直看着老师走远。住校学生李涛因脑瘫
造成肢体残疾，写字走路都有困难，一次在操场上摔倒，肖
莉和几位老师马上跑上前去，扶起后看见李涛脸上在淌血，
还没等老师们说话，他却先说出：老师，我不哭，你说我勇敢
不？……

孩子们的表现总是给肖莉带来意外的惊喜，他们的坚
强令她感动，自己没有理由懈怠特教老师这个平凡而又神
圣的职业。特校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家，他们渴望获得鼓励
和自信在这里得到了。特教老师们没日没夜陪伴着孩子
们，其实师生都在成长。对于孩子们来说，快乐就是平等，
享受着本应属于他们的公平教育；对于肖莉来说就是有机
会为这些孩子做应该做的，教会他们懂得感恩，感恩党和政
府，感恩社会好心人，做能自食其力的人。

杨勇老师，是黄果树
民族中学物理副高级教
师，市级乡村名师，黄果
树旅游区最美工匠，市级
骨干教师。自1994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用一片
赤诚之心，在平凡的岗位
上写就了别样的感动。

“甘将爱心润学生，愿将
赤心献教育”是他的人生
信条。2009年以来一直
带病坚持上课。

杨勇怀着博爱之心，
关爱着每一个学生，以期
待的目光关注着每一个
学生的成长。在班主任
工作中，他坚持让学生写
周记，写随笔，写身边事，

写心里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使学生健康成长。在学校实验室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
惜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添置部分物理器材，还利用
一些生活用品自制了物理教具。

生活就是三尺讲台，校园就是他的家，执着坚守，甘于奉
献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付出终有成就，2016年杨勇所带的
九年级(6)班有56人，中考时有5人分数上600分，排名安顺
第六，有15人考上安顺市一中，有12人考上安顺市二中，有
4人被贵阳一中录取，有5人被师大附中录取、有2人被兴义
八中录取，14人上安顺民中录取线，从此学校有了名气，改写
了历史。

在病魔面前他用坚强的意志展示了一个优秀教师所具备
的人格魅力。在他的精心栽培下，2017年中考九(1)班有47名
同学考了500分以上，该班的许克婧同学以609分的优异成绩
成为辖区中考状元。杨老师身体多病，却执着坚守，乐于奉献
的精神，谱写着一曲曲无私奉献的生命乐章。

周丽江老师，是中
共安顺市委党校党史党
建教研部主任、副教
授。自 1991 年起踏上
党的干部教育讲台，一
讲便是 26年，无阻、无
悔、无怨。她的足迹遍
及全市各地，她的语言
通俗易懂，她用对干部
教育的一腔热情，换来
了组织的肯定，群众的
认可。她先后被聘为安
顺市基层理论宣讲库宣
讲专家、安顺市理论宣
讲专家库特聘专家，被
评为“贵州省十佳优秀
宣讲员”、“贵州省基层
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贵

州省理论宣讲风采展示十佳选手”。
担当使命，把党的声音传到“最后一公里”。作为党的

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担当，把党的声音转送到基层，传递
给群众。她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不变的承诺。她以扎实
的作风，勤于奉献，勇于创新，在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和教育
培训各类党员干部方面，赢得了干部群众的“点赞”，被基层
干部群众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安顺名嘴”等。仅
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为基层干部群众宣讲300多场，受众达
4.5万多人次。“本来认为十分枯燥的理论，在周老师这里可
以变得这么生动，这么好听，这么好懂。”群众如是说。

周丽江做好传帮带，宣传教育战线发合声。在各种教
学、宣讲活动中，她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自己既当宣讲员又
当培训师，既当组织者又当实施者，毫不保留地对年轻教师
和县区宣讲员“传帮带”。她不忘初心，践行“一个教师一面
旗帜”。信仰坚定，台上传播党的理论，台下严格要求自己，
塑造了师德师表形象。她用执着和坚守，诠释着对这份事
业的赤子之心。

刘琼老师，是安顺
市第一幼儿园的幼教老
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已有 28 年，她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把每一名
幼儿当作自己的子女一
样精心呵护。不仅在幼
儿心中树立起了慈母般
的形象，更得到园领导
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连续 10 余年荣获园内
先进工作者称号。

高尔基说：“谁爱孩
子，孩子就爱谁；只有用
爱，才能教育孩子。”有
个小女孩刚入园时，不
爱吃菜，只吃白饭。针
对这一情况，刘琼采取
了逐渐增量法。先给小

女孩盛少许菜，并悄悄与她约定：“今天你能把这些菜都吃了，
老师会奖励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贴画。”成功后，刘琼每天都
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表扬她，让她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就这样，
每天让她多吃一点，渐渐地孩子改正了挑食的习惯。

刘琼精心照顾幼儿的日常起居。特别是新入园的幼儿，
生活能力差，容易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
她都及时帮助孩子清洗和替换干净的衣裤，让家长充分感受
到孩子交来他们放心。

2016年，刘琼担任保育组长。由于幼儿园编制少，幼儿
多，保育员岗位上有些是临聘人员。她运用“现场诊断——提
出问题——分析反馈——寻找对策——调整改进”的管理流
程，实现保育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在带领做好各项保教结
合工作的同时，做好迎接省级示范园的复查评估及升类的相
关准备工作。2017年6月，一幼接受省级示范园的复查升类
得到评估专家组的肯定和好评。她说：“一个人能将自己最美
好的时光奉献给热爱的事业，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毛政老师，是西
秀区特殊教育学的
教师。27年来扎根
于特殊教育教学第
一线，忠诚于党的教
育事业，用“四有”、

“三者”好老师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他关心爱护每
一名学生，把满腔的
爱无私地奉献给了
残疾的孩子。以爱
心和贴心赢得了学
生们的爱戴，以耐心
和诚心赢得了家长
们的认可，受到了学
生和家长的广泛赞
誉。很多学生、家长

在学生毕业多年后，时常与他联系，在学习、就业、婚姻等问题上
征求他的意见。

在已结题的贵州省双语聋教育实验项目中，带领团队加班加
点工作，出色完成了项目任务，并独立完成了安顺项目结题报告，
代表学校作结题汇报，得到了省教育厅、爱德基金会和其他项目
学校领导、教师的肯定。其总结的送教上门、家长手语培训等经
验，让其他区县大受启发。在送教上门工作中，深入每户送教家
庭，制定送教方案，设计的送教个人档案得到了西秀区教育局的
认可，推广到整个西秀区送教工作中。

在他的指导下，学校年轻教师多人、多次在省特殊教育论文
和省、市特殊教育优质课评选中获得一等奖。为适应特殊教育的
发展，他利用休息时间自学了西点制作，开展职业教育，为残疾学
生走向社会打下基础。由于教育教学工作出色，在2016年安顺
市第一届特殊教育优质课评选观摩交流活动中，被聘为评委。他
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为学校、教师、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着。

陶文翠老师，是
关岭自治县岗乌镇
柏寨小学教师。29
年的从教生涯中，荣
获“优秀教师”称号，

“优秀班主任”称
号。忠诚于党的教
育事业，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

陶文翠积极改
进和完善教学方法，
注重多方位培养学
生的能力，努力提高
全体学生各方面的
素质，认真备课、认
真上课，钻研业务，
虚心向同行请教。
她勤于学习，精于业

务，乐于奉献。多年来，持之以恒地主动学习课改理论，
掌握《新课标》的基本精神，使自己的教育理念始终走在
时代的前列，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农村教师，她不但教给学生知识，还教会
学生学习的技能，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在
教学中注重和学生的情感交流，把学生的发展作为工作
的重点，尊重学生，爱护学生，把学习变成快乐的事。她
经常与家长沟通，使对学生的教育趋于同步。她与学生
促膝谈心，解决他们学习上、生活上、思想上各种实际困
难。通过努力她得到领导和社会的好评，在近几年中，
学生的成绩大幅度提高，在期末统考中，成绩在全县名
列前茅，所上学科的平均分都达到80分以上。

新的起点又在面前，她将不断努力工作，为党的教
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王良广老师，是安
顺 学 院 化 工 专 业 教
师。自2014年参加工
作以来，兢兢业业、热
爱学生、团结同志、讲
究师德，始终把教书育
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贯穿在整个教育工
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深
受学生、同事与领导的
好评。

在教学工作中，勇
于承担新课程，积极开
展教学改革。3年内承
担理论、实验课 15 门
次，发表教改论文 2
篇。在课堂教学中，加
强与学生的沟通与交

流，积极营造一种平等和谐、活跃有序的课堂氛围；注重对学
生能力的培养，不仅教学生学习知识，而且教学生学会如何
学习、怎样做人。作为2014级化学本的班主任，自学生入校
就注重与学生的交流，力争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在班级管理
工作中积极组织学生召开“安全”、“诚信”、“理想”等主题班
会；在“奖学金、助学金、大学生国家贷款”等的评定过程中保
证困难学生享受应有的资助；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所带班
级曾获得“校级优秀班集体”“优秀团组织”等荣誉称号。

在做好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实验室管
理和学生实习实践工作。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主持贵州省科技厅项目、安顺学院项目各1项，参
与贵州省科技厅三方联合项目2项，在Synlett、synthsis等
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3项。

吴春君老师，是西
秀区双堡镇塘山小学
英语教师。2012年毕
业于浙江绍兴文理学
院，她教育教学中，兢
兢业业，和学生交心、
交友。

“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对待学生，她
一直把爱当作教育成
功的法宝，始终平等
的对待每一名学生，
成为学生的良师益
友。她所在的学校多
数是留守儿童，小小
年纪，就远离父母，远
离亲情，对孩子的成
长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记得有一个来自

六年级紫云自治县的孩子伍某，开学一个多月没换衣服，跟
她谈心后才知道她没有父母，跟爷爷一起生活，特别贫困。
放学后，吴春君把伍某带到了宿舍，洗了澡，看到她洗下的浑
水，吴春君眼泪直流。

对待教学：课前她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课中她一直坚持
“在玩中学，在学中玩”，课后她采取量力而为的方法，让学生
觉得做作业是件轻松的事情。面对同事：她总是怀着一颗真
诚的心，跟同事共同学习，共同探讨。面对荣誉：三年来，她所
任教的班级，都取得喜人的成绩，2015年她获得双堡镇优秀
教师称号，2016年所带的毕业班在毕业考试中获得西秀区英
语科单科第一，随后她被推选为西秀区人大代表。

她爱充满希望的校园，她爱课堂，更爱那些活泼可爱的学
生，她把荣誉留在身后，去追寻和发现新的希望之光。

竺凌老师，是安顺市
第二高级中学的教师。她
是研究性学习课、化学实
验课、校本课与科技创新
大赛的辅导老师。她勤于
钻研，为人师表，把促进学
生综合能力发展，坚持不
懈开展科技创新作为终身
奉献的教学理念。

竺凌老师是安顺市优
秀教师与骨干教师。个人
累计获全国及省级奖项28
个，分别完成三个国家级、
省级、市级科研课题；辅导
学生在青少年创新大赛
中，共获全国一等奖2个，
二等奖6个，三等奖3个，
贵州省一等奖19个，二等
奖 12个等。曾获媒体报

道达20次，发表文章十篇，多次开展公开讲座，获2014年敬业
奉献贵州好人荣誉称号。

竺凌老师在指导学生开展实验教学及课题时，自己除了注
重科学方法的传授外，从不计较工作报酬，特别留意对学生无
私的关怀和奉献，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自己出钱为学生购买
书籍及网络资料查询卡，给学生买吃的；为学生申请补助，资助
贫困的学生参加科技活动甚至上大学等等。 自己曾有两次在
指导学生课题期间生病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仍坚持辅导学生。
2017年4月底，收到省科协通知，说指导学生高家祁的创新课
题《巧用槐花水煮液制作有害物质清除剂》将代表贵州省参加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时，竺老师感到了自身所肩负的
重任，便立即利用“五一”整个假期，带着学生夜以继日地在实
验室重新改进实验，完善研究报告、查新报告等。经过精心准
备、艰辛付出，终于实现了夺得全国一等奖，为家乡和学校争光
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