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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8日联合发布

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10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涵盖了高教、职教、
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
他们当中，既有高校勇攀科研高峰的领
军拔尖人才，也有在乡村默默耕耘的一
线教师。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不
断书写着新时代铸魂立德育新人的灿
烂篇章。

扎根基层 默默奉献
提起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

县第五中学教师张万波，很多当地老师
都会竖起大拇指。

1997年秋天，怀揣对教育的梦想，
张万波来到本溪县南部山区的祁家堡
中学，开启执教生涯。24年来，张万波
始终扎根在基层教育一线，用坚守担负
起乡村教育沉甸甸的责任，用关爱给孩
子们带来关怀与感动。

广袤的大地上，崎岖的山林间，有
许多像张万波一样的老师，以辛勤耕耘
托举起无数孩子的人生与希望。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中
心幼儿园园长郭文艳始终以办好山区
幼儿教育为己任。她因地制宜，探索开
发适合孩子们发展的教育方式，用青春
拓宽幼教边界，以执着谱写动人乐章。
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教师李红霞
无数次深入山区学校送教下乡，累计行

程 21.32万公里，给山区学校教师培训
累计达17.75万课时……

有人在偏远山区执着坚守，有人则
选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周义朋为了国家
核能事业，扎根新疆戈壁荒滩十余载。
住“地窝子”和铁皮寝车，春秋两季沙尘
暴肆虐……艰难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自
然环境，都不能减弱他攻克科技难关的
热情。“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把这份事
业坚持下去是我的责任！”周义朋说。

创新理念 乐学善研
“又上体育课？”
“体育课好无趣！”
回想自己刚刚投身体育教育事业

的日子，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海都
小学教师叶海辉依旧清晰记得孩子们
的抱怨，“如何让体育课变好玩”从此成
为他不懈钻研、不断创新的动力。

结合课堂实践，叶海辉整理和创编
了各类体育游戏，让体育课成为孩子们
喜爱的课程。他还将德育融入体育，使
体育课既强健体魄，又启迪心灵。

创新，需要“拓荒牛”的精神。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郝跃，几十年如一日
奋斗在人才培养第一线，倾尽心血为国
家培养集成电路领域创新型人才。

为凝练和总结教学改革成果，郝跃
和团队成员多方搜集资料、打磨推敲，
以“基础与应用融合、产学融合、科教融

合”为微电子人才培养新理念，以技术
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构建并实施了

“理论课程—实践能力—创新素质”三
位一体微电子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被多所高校借鉴采纳。

心中有热爱、手中有技能——在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教
师王丹凤心中，自己的使命不仅是教会
学生一门技术，更是传递价值、完善人
格和教会他们幸福生活的能力。为此，
她多次参加培训，学习职业教育改革与
发展新政策；在教学中不断创新，针对
不同专业的岗位需求对教材进行整合，
达到教学内容与企业需求接轨；以竞赛
为导向推动常规教学，增强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

一次次竞赛，鼓舞着孩子们的信
心；一次次创新，托举起民族的希望。

点亮梦想 成就未来
视觉有障碍、部分还患有智力障碍

或自闭症等多重残疾、有强烈的孤独感
焦虑感……这样的孩子，会有梦想吗？

“有！”这是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校长李
龙梅用脚踏实地的工作和无微不至的
关怀给出的答案。

坚信“盲孩子也要读大学”，把 300
多名学生送入大学校园；根据盲孩子听
觉、触觉相对发达的特点，重点打造音
乐、体育、美工等特色课程……20年的
特殊教育生涯，李龙梅点亮了盲孩子们

的世界，也点亮了他们的梦想。
育“能工巧匠”，铸“大国重器”。职

业教育，是培育技能人才的摇篮，也是
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红波奉
献青春与热血的沃土。

2019年，拖着病躯来到台江县中等
职业学校帮扶的李红波甫一上任，就在
三伏天里为学校申报护理专业而奔走
忙碌。两年的时间里，学校的护理专业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帮助一批批孩子
实现了命运的改变。

梦想，在雪域高原上依旧绽放。
把爱传递给每一个学子，教育学生

做一个懂得奉献、回报祖国的人，这是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萨嘎县昌果乡完
全小学校长强巴次仁的坚定信念。

扎根雪域边陲的21年，强巴次仁先
后把33名学生送入大学，用赤诚的爱培
育出一朵朵美丽的“格桑花”。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10位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是祖国大地1700多万名教
师感人事迹的缩影。他们接力奔跑，不
断超越，帮助学生在青春岁月中谱写出
华丽的乐章。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施雨岑 孙
少龙

铸 魂 立 德 育 新 人
—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速写

99月月88日日，，农民在宁夏灵武市郝家桥镇泾灵新村蜜瓜种植基地清洗蜜瓜农民在宁夏灵武市郝家桥镇泾灵新村蜜瓜种植基地清洗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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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跨度连栋大棚设大跨度连栋大棚，，采用采用““支部支部++企业企业++基地基地++农民农民””以销定产的订单农业模式以销定产的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带动300300余名农民增收致富余名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杨植森摄

宁夏灵武宁夏灵武：：大棚蜜瓜飘香大棚蜜瓜飘香

从 2009年参与企业爱心支教活
动前往贵州，当年 25岁的浙江小伙
杨明如今已在乌蒙山区教书十余
载。从志愿支教到特岗留任，他辗转
黔西市多所偏远村小教书。

与同龄人相比，今年 37岁的杨
明略显沧桑，头发白了不少。但谈
到自己的山村支教经历和这些年偏
远农村教育变化，他的表情坚定又
欣慰。

教师节前夕，记者跟着杨明回访
其曾执教 7年的黔西市观音洞镇景
山小学，尽管他已离开当地多年，山
路上偶遇的村民依旧会很亲切地和
他打招呼。

“在这里任教的那些年，自己吃
住都在学校，几乎与世隔绝。”杨明
说，尽管那时条件比较艰苦，但也是
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2008年大学毕业后，杨明在浙
江老家一家私企从事外贸业务，月薪
过万元。2009年，偶然看到一个企
业发布招募支教志愿者的信息，大学
期间有过支教经历的杨明内心的教
育热情被点燃了。同年5月，他瞒着
父母从公司辞职，踏上了前往贵州偏
远山村的支教之路。

在备选支教点中，杨明申请到较
偏远的原黔西县金碧镇杨家店村瓦厂
小学。那时，瓦厂小学共有300多名学
生，一栋青砖的主体教学楼很老旧。
当地缺水且交通不便，杨明经常要自
己挑水做饭，外出家访都是走路。

很快，一年的支教期到了，同批
志愿者纷纷返回，杨明决定继续留
任。2010年9月，杨明顺利考上当地
特岗教师，并申请前往更偏远的观音
洞镇景山小学任教，他得知那里更缺
老师。

位于半山腰上的景山小学，是个
只有 100多名学生的村小。这里地

处偏远，气候高寒，交通闭塞，很少有
老师愿意来。杨明把 7年的美好
青春奉献于此，直到 2017年小学
被撤并。

“学校有 3名老师临近退休，且
有的身体也不好，实际不到 5人承
担主要教学任务。”他说，几乎每天
课程都是满的，还要见缝插针做资
料、家访。

每个学期，杨明会多次遍访全校
学生，还曾因路途遥远借宿学生家。
在孩子和家长眼里，这位省外来的老
师很贴心。那段时间，杨明不仅要上
课，还时常维护学校设施，比如安装
水管、给门窗上漆、修补屋顶。

那些年，杨明吃住都在学校。
每天放学后，他还不辞辛劳坚持给
离家近的孩子辅导作业，再逐一送
回家。“很多村民干活回家晚，孩子
回去无人看护，带着他们一起更踏
实。”杨明说。

有一年，为鼓励高年级孩子好好
读书，杨明与他们约定一起学习，他
每天最早走进教室，带着孩子们一起
读书。最终，杨明考上了研究生，孩
子们小升初也取得了好成绩。但为
了更多的孩子，杨明最终放弃了公费
读研的资格。谈及当初的抉择，杨明
并不后悔，“放弃读研只是放弃了人
生中一次深造的机会，但放弃教书，
就放弃了山村的未来。”

10余年里，杨明有很多回城机
会，但他却一次次朝着最偏远山村

“逆行”。2017年后，杨明再次辗转
到观音洞镇更偏远的熊洞村、新合村
的山村幼儿园任教。

如今，杨明正式在黔西市城郊规
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配套的
锦绣学校任教。他始终关注着来自
偏远山区的孩子们。

新华社记者 骆飞

一次一次次朝着最偏远山村次朝着最偏远山村““逆行逆行””
——记坚记坚守贵州乌蒙山区的乡村教师杨明守贵州乌蒙山区的乡村教师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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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重庆海关和成都海关获
悉，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重庆分中
心、成都分中心和建设银行四川省分
行、重庆市分行等四方近日通过在线
网络签约的方式，共同签署了“关银一
KEY通”川渝一体化合作备忘录，这标
志着成渝两地实现了“电子口岸卡”业
务跨关区通办。

“关银一 KEY通”川渝一体化是
一项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创新业务，
旨在让川渝两地企业跨区域办理电
子口岸业务时能享受到更加便利的
服务。

项目建成后，重庆海关和成都海
关可通过数据分中心系统互通，让川
渝企业根据业务需要自行选择在四
川或重庆地区办理电子口岸业务。
今后企业可选择在两地数据分中心
及建行合作代理网点办理电子口岸
业务，也可通过中国电子口岸网站线
上办理，“中心+网点、线上+线下”的
多轨并行模式使得两地企业办理业务
更加便利。

该项目还创新拓展了“电子口岸

卡”金融属性。两地海关融合“一盾双
证”技术，推出了“共享盾”，实现了企
业持“电子口岸卡”既可登录中国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等平台办理海关业务，
也可通过建设银行企业网上银行、跨
境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企业手机银行
等渠道办理金融业务，能够“一站式”
满足企业“电子口岸入网+线上金融”
的综合业务需求。

目前两地海关已向首批 2家项目
试点企业制授了“电子口岸卡”。鸿富
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中央关务
主管谭礼彬说：“作为一家在成都注册
的企业，我们在重庆也有业务，今后在
重庆当地的受理网点即可申请办理电
子口岸业务，不用两地往返，极大节约
了成本，提升了业务办理效率。”

据了 解 ，2000余 家 企 业 在 成 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有跨区域进
出口业务办理需求。该项目落地实
施后，可为企业单次业务办理节约
近 1000元 ，业务办理时间压缩三分
之二以上。

新华社记者 伍鲲鹏 杨迪

成 渝 海 关 实 现
“电子口岸卡”跨关区通办

记者7日从江苏省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出台《关
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助力企业
纾困解难保障经济加快恢复的
若干政策措施》，从财税、金融、
用工等10个方面出台30条政
策，助力企业渡难关。

7月下旬，江苏南京、扬
州等地发生疫情，对江苏经
济稳定运行造成一定影响，
尤其是对部分行业里的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冲击较
大 。 此 次 发 布 的“ 苏 政 30
条”意在针对重点地区、重点
主体精准发力。

“苏政 30条”提出对南
京、扬州两地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
运输、旅游等行业纳税人，一
定时期内免征房地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新增 30亿元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专项支持金
融机构对南京、扬州地区受疫
情影响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的贷款投放。

“苏政 30条”提出，继续
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至2022
年4月30日。允许南京、扬州
实施阶段性降低参保单位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政策。
鼓励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
发放餐饮、娱乐、体育、旅游等
消费券。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林康表示，
从整体上看，此次疫情对江苏经济影
响可控。随着新政策的实施推进，预
计全省经济能呈现快速恢复态势。

新华社记者 朱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