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光文 南开大学
肖光文，中共党员，副教授，政

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2017
年、2020 年先后指导学生获得全国
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比赛一等
奖；2018 年被评为天津市领航学者
称号；2019 年荣获南开大学教育教
学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2020 年
参加第十五届天津市青年教师基
本功大赛获得思政组一等奖第一
名，同年参加全国第五届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决赛取得二等奖的优
异成绩。

潜心从教 10 年，主要承担学校
本硕思政公共课教学，成绩显著，连
续多年评教优秀。讲授的《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课程，被天津市列为精品示范
课。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以问
题为导向，构建以师生同学同研、同
讲同行的思政课教学模式，结合南开

百年爱国奋斗的校史讲思政课，打造
思政精品课程。思政课教学事迹被
《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天津新闻》
以及《中国教育报》《天津日报》等媒
体多次报道。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
省部级课题6项，发表教学与科研论
文30余篇。先后多次参加天津卫视
《大家说理》节目，录制全国首个电视
思政公开课“谈谈信仰那点事”，参与
团中央青年大学习第十季第二期节
目录制，教育引导学生“小我融入大
我，矢志爱国奋斗”，做一名能够担负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金雪飞 天津财经大学 郑海吶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淑辉 天津师范大学

张瑞荣，中共党员，副教授，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大学生
思政课教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教育事业，潜心教书育
人，坚守教育报国初心。从教16年，
把三尺小讲台作为人生大舞台，一直
奋战在思政课教学一线。在工作中，
他为学生释疑解惑、跟学生交流研
讨；在生活中，他帮学生排忧解难、跟
学生亦师亦友，既教书又育人，坚持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学生
评价他是一位课上严厉但不失活泼、
课下和蔼但不失原则的教师，评价他

的课堂是有趣、有料、有温度。他曾
获天津市普通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
荣誉，获学校“爱岗敬业、教书育人”
先进个人；他讲授课程多次获得教学
质量优秀奖、优秀示范课等成绩，获
得学校首届教师教案大赛一等奖。
他注重学术研究，研教紧密结

合，勇担思政育人使命。他认为教学
和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坚持教中研、
研中教，研教相互促进。作为副院
长，他组织开展市级一流课程《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校级精品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建设，指导师生多次获
得天津市各类大赛奖项。他主持
天津市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研究课
题、天津市社科联基层学者大调研课
题、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
省部级、局级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
作为一名教师，他很欣赏教育家

于漪的一句话，“教师一个肩膀挑着
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
来”。坚守立德树人，用行动践行着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崇实、求精、
致良知”的校训精神。

金雪飞，中共党员，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先后获首届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二
等奖、天津市第十五届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天津市高
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一等奖等各级教学奖项 10 项，获
天津市普通高校优秀思政课教
师、天津市大学生思政课公开课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5

项。为教育部中青年思政课教师
择优资助项目和天津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示范
课程主持人。
潜心从教 12年，其形成了美育

与思政课嵌入融合的教学理念；探
索了以强化过程评价为核心，以健
全综合评价为目标的优秀生免考制
度；牵头成立了以师生互研互学为
基本形式的学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会”；建
立了同行互学互鉴、彼此激发的“思
政课创新培优工作室”；推进了基于
“提取、聚焦、整合、牵引”方式下的
小专题教学改革；同时，为推进理论
的大众化，其积极参与《大家说理》
《学习时间》《开学第一课》《我的未
来不是梦》等节目录制，深入企业、
社区、农村、学校进行面对面宣讲，
反响热烈。
持续阅读、立足学生、敬畏讲

台、回应时代是他的基本坚守，激
情、厚重、生动、独到是学生对他课
程的基本评价。他是一位永不疲倦
的奔跑者、筑梦者！

郑海呐，中共党员，教授，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院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郑海呐工作室”负责人，曾获
得天津市优秀思政课教师、天津外
国语大学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郑海呐潜心从事思政课教学23
年，多年来一直探索各种思政课教
学方法改革，获批多项各级各类教
改立项。持续6年探索思政课运用

新媒体微信辅助思政课教学，主持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思政课项目
《基于新媒体微信平台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获得
天津市第八届高校教学成果二等
奖。2018年，获批天津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示范课
立项，结项获得优秀。同时，不断探
索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课，“行走的
最强思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实践教学创新课获批
天津市一流金课。此外，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学校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上讲话精神，积极探索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合 9所中
小学成立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开展了
“同上一堂抗疫思政课活动”及“回
望峥嵘岁月 讲述‘四史’故事”实践
教学汇演活动，受到《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天津日报》、中国教
育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10多家媒
体广泛关注以及教育部官网、学习
强国等网络平台转载，产生广泛影
响力。

王淑辉，中共党员，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天津市普通高校优秀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天津市高校“双
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负
责人、天津师大教学名师；天津市委
讲师团成员、天津市“四史”主题宣
讲团成员。“全国高校思政课‘精彩
多媒体课件’”评比中市属高校唯一
获奖者，获天津市高校思政课青年
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21年来她坚守思政讲台，锐意
创新，致力教学改革。率先使用新
技术、使用“三入八讲法”进行思政
课教学，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潜心研究，提高科研水平。作为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研究员，她注重科研能力的
提高，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20余
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甘于奉献，助力学生成
长。她常年指导学生参加教学比赛
和创新创业项目，指导的学生多次在
全国、天津市大学生思政课公开课
大赛中获奖；获批省级大创项目。
加强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她注重
支部建设，支部被评为全国党建工
作样板党支部、天津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入选天津市党建“领航工
程”。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基层一
线。她先后参与宣传提纲、宣讲案
例等理论读物编写工作；走入机关、
学校、农村、社区进行理论宣讲50余
次，把党的最新理论转化为鲜活的
中国精神与时代强音。

晋利珍，中共党员，副教授，博
士。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师团专家成员，天津
市“四史”主题宣讲团专家成员。
天津理工大学优秀共产党员。“青马
工程”理论导师。

曾获天津市高校第七届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被
评为“天津市普通高校优秀思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 2020 年 获

天津市本科院校概论课现场教学
展示比赛一等奖、天津市 2020 年
度研究生思政课教学展示一等
奖。2020 年指导学生获得大学生
思政课大赛全国三等奖、天津市
二等奖，并获得天津市“优秀指导
教师”称号。

晋利珍老师潜心从教 18年，创
新运用“三位一体”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模式打造思政金课，被光明网、
天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2015
年获得教育部思政专项。2018 年
获天津市名师示范课、天津市教学
改革推广项目、首批高校“一校一
品”思政选修课品牌项目。主讲的
《新时代下的大国经济》被评为天津
市一流课程，天津理工大学优秀主
讲教师。

她政治站位高，积极宣讲新思
想，凝心聚魂；她爱岗敬业，关心学
生，立德树人成效显著；她积极探索
思政金课建设，并努力推广。两年来
进行理论宣讲与教学展示30余次，是
一位努力把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做
到极致的老师。

王磊，中共党员，副教授，博士，
硕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教
务处处长助理。
2006年工作以来，先后承担过本

科生五门思政课的教学任务，近五年
来，平均每年授课时数在500以上，
教学效果获得领导专家和学生的认
可。先后获得天津市优秀思政课教
师、天津市大学生思政课公开课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天津市首届思政课青
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二等奖、天津
大学教工示范岗等荣誉。主持完成
“感悟和把握《共产党宣言》的真理力
量虚拟仿真实验”，获首批国家一流
本科课程认定。参与完成“马工程”
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
持完成多项省部级课题。编写多部著
作和教材。在CSSCI、全国中文核心
期刊、《中国教育报》、党建网上发表多
篇论文。
疫情防控期间，王磊主动参加学

校的防疫工作，尽职尽责，同时录制
战疫视频在人民网上线播出。他大
力推进教学改革创新，积极开展虚拟
仿真教学，协助领导建立学院虚拟仿
真实验室，为全国十余所高校开展虚
拟仿真教学提供全天候义务服务。
他主讲的虚拟仿真教学视频入选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教学视频资源库。
新华社以“虚拟仿真+VR 互动 看
天津大学思政课如何精彩创新”为题
报道，浏览量超过150万次，《中国青
年报》、《科技日报》、教育部官网等媒
体也相继报道。

朱新华，中共党员，教授。天津
市普通高校思政课优秀教师。

春风化雨润心田。从教32年，
始终将讲好思政课作为首要职责，
以严管厚爱感染学生，以问题导向
吸引学生，以创新理论启发学生，为
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她是学
生眼里的“朱妈妈”，她的课“教学气
氛活跃又不失严谨”，让学生想听、
爱听、愿听。她拍摄的教学片荣获
天津市普通高校两课“精彩一课”教

学示范片二等奖。
改革创新重实效。坚持思政课

改革创新之路，把教学改革与科研、
学科改革相结合，统一于思政课教学
效果的提升，坚持第一课堂和第二课
堂统筹推进，突出项目化改革。
2018 年牵头“新时代�寻访最美
中国人”实践教学项目，获批市教育
两委优秀项目。
担当作为甘奉献。2019 年，率

先牵头津南区中小学成立“大中小
幼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开启
探 索 思 政 课 一 体 化 建 设 进 程 。
2020 年，联合津南区、河西区教育
局和滨海新区教体局成立“天津市
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课教学研究
联盟”，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路径、机制和模式。参与
一体化教研活动的思政课教师从
最初的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人、
上万人，大中小学达到几百所。联
盟教研活动得到人民日报中央厨
房、央广网、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
报道网、光明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报道》、《天津日报》等多家媒
体报道。

安宝，中共党员，副教授，先后获
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
度影响力提名人物、天津市普通高校
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天津市教
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天津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领航学者、天津
市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公开课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天津市思想政治理
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比
武大赛一等奖及优秀教案奖、天津医
科大学卓越教师等荣誉。

自南开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安宝

老师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第
一线潜心从教九年。近些年来，他根
植于医学院校，聚焦于医学生，沿波
讨源，夯实科研之基，积极探索教改
之路。为变面面俱到的“大水漫灌”
为“精准滴灌”，安宝老师以“大学生
社会责任感”为主要调查内容，多次
对天津医科大学学生的思想政治理
论教育整体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摸
底。基于社会责任感调查的三个环
节和五个维度的数据，他在统编教材
的基础上，探索出“五位一体”的立体
化专题教学。实践教学作为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重要环节，其既有润物无
声的效果，也有惊涛拍岸的声势，能
激活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育人效
果，为此，安宝老师坚持贴近新时代、
医学院校、医学生特点的“三贴近”原
则，摸索出了适合医学院校的“以境
化人”的“双境”课堂实践教学模式。

根植于医学院校，潜心于思政教
学；勇于探索思政课教学模式，沉底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心系大学生，成为学
生心灵的引路人，这就是安宝，一个80
后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追求与风采。

王慧娟，中共党员，副教授，法学
博士，政治理论课部副主任。天津市
高校第二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
学比武大赛三等奖、优秀教案奖；
天津市高校第二届“形势与政策”教学
比武大赛三等奖；天津市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精彩一课”三等奖；天津市
高校大学生法治辩论赛“最佳领队”。
多次被评为“优秀教职工”、“优秀心理
工作者”、“优秀班主任”。
王慧娟同志潜心从教 1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的“青
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王慧娟
同志认真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
内容，坚持从把握青年学生的成长
成才规律和身心特点出发，设计了
以“情景化教学”为主要侧重点的
思政课教学方案，形成了效果突
出、特色鲜明的教学团队。该同志
主持的“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思
政课教学改革方案，获批天津市高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研究
计划项目；“故事里看中国”四史学
习课程获批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精品项目。此外，该同志还主
持多项科研项目，在重要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数十篇。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王慧娟同

志将继续精心呵护青年学生“拔节孕
穗期”，为做一名优秀的思政课教师
不断奋斗，砥砺前行。

朱新华 天津科技大学王 磊 天津大学晋利珍 天津理工大学

张瑞荣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王慧娟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安 宝 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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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年度影响力人物事迹展示 (高校组)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化新时代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市教育两委在全市遴选产生了首批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积

极参与，通过现场授课、回答学生问题等多种形式展示教师风采，最终

根据老师们的教学能力集中认定高校组、高中及中职组、义务教育阶

段组共29名年度影响力人物。他们是我市思政课建设领域的领军人

物，体现了天津市思政课的教育教学水平，现将他们的事迹予以刊载，

希望广大思政课教师向他们学习，切实讲好学生人生信仰课，提升思

政育人能力。市教育两委将推广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的教学

成果，全面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升全市思政课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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