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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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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党茹 郑州市第二中学

日新又日新
最美印象：用心做创新，用爱做教育。

从教 14年，党茹一直奋战在教学一线，诚实做人，踏
实做事。她连续担任班主任 11年，用爱心呵护着每一位
学生的心灵，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帮助孩子们塑造健康、
博爱、有为的人格情怀。她立志做教学科研的先头兵，走
进信息化 2.0时代，勇挑重担，大胆创新。从 2012年起一
直担任信息化创新实验班团队核心骨干，所做微课、翻转
课堂教学实例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被评为郑州市
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任。

至 李筠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

倾心育幼林
最美印象：她为孩子创设了一个充满爱的“池塘”。

选择了教育就是选择了奉献。在幼儿教育这个美丽
的岗位上，李筠已无愧而充实地走过了 25个阳光灿烂的
春秋，幼儿园工作是繁琐的、忙碌的，但她体会到更多的
是快乐。在班级教学工作中，她根据不同年龄的幼儿身
心发展和教育要求，进行创造性的教育工作。她热爱每
一个孩子，尤其对有特殊情况的孩子，更是给予格外的爱
护，使教育真正获得成功。她由一个普通的教师，一步一
步成长为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曾多次被评为市、
区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等，所带班级经常被评为先进班
集体。

李宁 二七区春晖小学

耿耿园丁意
最美印象：她寓教于乐，尊重学

生，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理想、人生观
和价值观影响着学生。

除了是小学语文学科老师及班
主任，李宁还兼职学校心理健康、综
合实践活动的学科教学工作。她执
教的多节优质课分别荣获省、市、区级一、二等奖。2017
年，她执教的《废品价值新发现》优质课还获得全国一等
奖。十余项教学成果、课题论文获省、市级奖项，指导的
学生多次获得省、市、区级研究性学习、创客课程、经典诵
读活动等奖项，参与 5本已经出版的省级教材、教参编写
工作；二七区优秀班主任、二七区名师、郑州市骨干教师、
郑州市文明教师……十年努力，不断积淀，她带着幸福走
向更好的明天。

胡君丽 荥阳市王村镇韩村小学

拳拳师者心
最美印象：三尺讲台上，她拄着双拐

教课的样子成了孩子心中最美的风景。

扎根贫困村寨二十一载，胡君丽
奉献着心血和汗水，收获着成功和喜
悦。两年前，她被查出患有双侧股骨

头坏死，为了不放弃心中的教育梦想，她克服困难，拄着
双拐，仍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在三尺讲台上无怨无悔地
启迪智慧，润泽生命。心在哪儿，风景就在哪儿，农村匮
乏的物质条件，重疾缠身的伤痛难忍，都无法阻止她生命
芳华的精彩绽放。她用无悔、热爱书写着一名普通乡村
教师执着的追求和简单的幸福。

最美印象：风趣的语
言、睿智的思维、敏锐的观
察、浓浓的爱心使她赢得
了学生的尊敬和热爱。

从教 13年来，翟珊珊
始终秉承真实、扎实、朴
实、平实的工作作风，认真

工作，悉心育人。在班级管理方面经验丰富，坚持做信息
时代的家访人，关爱特殊学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班
级管理经验。她多次参与新进教师培训工作，发挥优秀
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先后荣获郑州市十佳班主任、市中
小学德育先进个人、郑州市优秀教师、金水区杰出教师等
光荣称号。

赵勇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成长引路人
最美印象：她把敬业当成一种习惯，敬业精业，永葆

激情。

从事教育工作 28年，赵勇多次在高三的关键时刻临
危受命、中途接班，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她主张“追
求‘幸福+成功’的人生”的育人理念，坚持“教为人生的语
文”的教学主张，以“自我管理、自主学习”为治班思想。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坚守平凡，不改初心；“做生活
与事业的平衡者”，呕心沥血，助人成才。从教以来，她曾
获得省级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全国优秀辅导教师、省级骨
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市优秀教师、德育先进个人、优秀
班主任等多项荣誉。

侯明璐 惠济区实验小学

真爱如暖阳
最美印象：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耕耘在教育

这片热土上，她挥洒着青春的激情，绽放着生命
的芳华，展示着新时代青年教师最美的模样。

工作之初，侯明璐是一所农村小学中唯一的专业英
语教师，她暗暗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不负使命。她自
编韵律歌谣，自费买了全套的英语绘本，成立了英语俱乐
部，让孩子们感受英语的魅力。如今，她来到英语特色学
校惠济区实验小学，把英语配音带进课堂，利用互联网连
接外国好友，让课堂变得生动又国际化。她爱好广泛，朗
诵、主持、话剧样样能行，是孩子们眼中的全能教师，也是
他们的阳光姐姐。

何蕊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笃行方致远
最美印象：从教六年，执

着、较真、爱成为她从教的三
个关键词。

作为一名 90 后教师，何
蕊有着三年特岗教师的生活

经历，期间，她无偿为留守儿童补课长达两年时间，为他
们建立了自己的书法协会和舞蹈社团，她为山村教育增
添了绚丽的色彩，凭借执着和韧劲，她进入郑州大学实验
小学，她创新教学方法，为家长手写 54封信的事迹被《中
国教育报》报道。她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她的学生许
央修的手绘漫画被多家媒体报道，6年来，她笔耕不辍写
了三十多万字的教学随笔，她一直行走在为学生圆梦的
路上。

翟珊珊 金水区丰产路小学

幸福摆渡人

薛真 中原区回民中学

独有诗心在
最美印象：从教6年，她将

平凡的农村教学生活演绎出
了诗一样的风采。

2012 年 8 月，怀揣着“让
别人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的教育初心，坚守着“做一个
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教

师”的教育理想，薛真走进校园，来到学生身边。立足课
堂，她潜心钻研，因材施教，带领学生品味多彩四季、百味
人生，找寻诗意课堂。回归生活，她至真至诚，笔耕不辍，
读百家名作、写锦绣青春，找寻诗意人生。2018年初，处
女作《花，开在无声的夜》的问世，成为她执着追求教育田
园诗和远方的最好证明。

沙宝琴 上街区中心路小学

郁郁满芳华
最美印象：满腔热血育桃李，一颗

红心照明月。

自 1992年步入教育的大门后，沙
宝琴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 20 多
年。细数这些年的每一个日子，没有
一天不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每一
个学生都是悉心照顾，无私给予。她记得每一位学生的
生日，像妈妈一样祝福着每一位孩子的成长；她关爱留守
儿童，无论刮风下雨、寒来暑往都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假
期里，她时刻和每一位孩子保持联系，坚持手机批改作
业；她周六、日带着孩子们开展看望孤寡老人、清理街边
小广告、帮助交警指挥交通等丰富多彩的公益活动；她一
直坚持向青少年宣传法律知识，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为
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中华好少年……她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来演绎着对事业、对学生的大爱情怀。

陈喜凤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春风化雨情
最美印象：为人师表，她用严

爱呵护和激励每一个学生，用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幽默风趣的教
学方式化解难点。

积极投身教育，陈喜凤多年
如一日，爱岗敬业，她连续多年

担任班主任，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沟通、乐观上进，有
爱心并善于因材施教；她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将管理
经验融入日常教学和管理中，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和尊重。她先后获得河南省教学标兵、郑州市第五届名
师、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教育局学术技术带头人、郑
州市骨干教师、郑州市师德先进个人、郑州市教育科研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韩光 郑州市第五中学

德以配天地
最美印象：他在学生心中种

下一颗颗积极、乐观、向上的种
子，让它生根发芽，不仅在校期间
激励着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也
带给学生持续的影响。

执教多年，韩光始终关注学
生人格的塑造和奋斗精神的培养。他坚信，教育是培养
人的事业，作为一名教师，要始终关注学生的发展，不仅
关心学生的现在，也要思考学生的未来。他认为，对于教
育，更重要的也许不是教，而是育，是鼓舞和唤醒。他希
望自己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思想充盈，灵魂温
暖，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和不断发展的人。他经常挂在嘴
边的两句话是：“尊严来自实力”“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
走多远”。他做班主任，这两句话是他的班训；他做任课
教师，这两句话是他向学生推荐的座右铭。作为河南省
名师，他用一言一行时刻引领着自己的学生。

付晓华 郑州市第三中学

桃李遍天下
最美印象：一生俯首为教育，两

袖清风铸师魂。

教坛耕耘 32年，付晓华陪 15届
学子走过清涩明媚的青春岁月。以
爱心促转化，以德育带全面是她从

教数十年奉行的圭臬。她是家长眼中的好老师，学生心
中的好“妈妈”，教研组老师中的好大姐。激情思辨是她
的讲课风格，勤奋敬业是她的工作品质，真诚热情是她的
待人之道，创新改革是她的不懈追求。她曾获得省级名
师、省级骨干教师、郑州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她担任
教研组长13年，辅导的青年教师也成绩斐然。

贺清华 郑州市财贸学校

寸心言不尽
最美印象：面对职业教育的孩子，她

用独特的方式守护着孩子们的心灵，用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知心信箱是贺清华在 2006年刚入职时的自创，孩子
们把自己的心事写进信箱里，信件成为她和学生沟通的
桥梁。教学 12年，信件千万封，她用信将爱传达到最需
要阳光的角落。她被孩子们称为“守护心灵的知心姐
姐”。为了让孩子有方向和目标，她精心设计班会，每一
个主题都贴近孩子们的心灵，并自创“3、1、8原则”，让每
一个学生都有事可做，认清自己的奋斗目标，培养学生正
确的价值观，并时时处处为孩子们着想。她所带的班级
在班风学风、技能比武、大型活动、省市级技能比赛等方
面一直名列前茅。

卢智娟 郑州中学

青春恰自来
最美印象：她用坚强换取了家人

的安心，用执着换取一生无悔。

关爱学生，赤诚奉献，卢智娟多
年来一直担任学校高三班主任，连续
两年班级学生全部上一本线，更有多
名同学被北大、复旦、西安交大等 985、双一流高校录取。
所带班级被评为郑州市优秀班集体，先进团支部；指导学
生参加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成绩优异，被
评为省奥赛优秀辅导教师、省级创新大赛优秀辅导教
师。同时，她又是一名军嫂，作为军嫂，丈夫常年不在家，
但为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多年来，她克服多方面的困
难，在顾好小家的同时坚持班主任工作，她先后被评为郑
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任。

在你眼里，美是什么标准？教师的“美”又该

是怎样的呢？他们是美在外在，美在言行，还是美

在行动？日前，2018“郑州最美教师”名单揭晓，走

近这些“最美教师”，你会发现，真正的美，是从灵

魂深处发出的，他们对事业的抱负和理想，以“真”

为开始，“善”为历程，“美”为最终目标。

从他们身上，你会看到，真正的美，不是姣好

的容颜，而是绽放的心灵；不是物质的附庸，而是

知识的光芒……真正的美，挟带着生活的余香，浸

润着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时代的希望，历久弥新。

爱是教师最美丽的语言，他们以情的付出赢

得了情的回报，以爱的播种获得了爱的丰收，最终

成为学校师生、社会及家长心目中的最美教师。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

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老师给孩子带去知识与关怀，也用爱与梦想

为孩子们创造着希望；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春风化

雨滋润心田；老师是不倦的渡船，载着学生驶向科

学的彼岸；老师是明亮的灯塔，指明了学子前进的

方向；老师是前行的希望，点燃学子心中理想的火

花；老师是绚丽的霞光，召唤着幼苗迎接朝阳……

校园里，那些“最美教师”时时处处演绎着美丽感

人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最美的教育人一起努力，

一个更有品位、更有内涵、更有特色的郑州教育

“升级版”正逐步由蓝图变为现实。以充满阳光的

心做充满阳光的事业，郑州教育播种阳光，播种梦

想，收获美好。

为切实加强郑州市师德师风建设，弘扬郑州

市教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

貌，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教师队伍建设、支持教育事

业发展，5月，2018年“郑州最美教师”评选活动启

动。

教师节就要到了，我们一起走近这些“最美教

师”，看他们如何用萤火之光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成就一个个最美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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