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初心 笃志幼教 致力专业引领
——记天津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园长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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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严谨治学 勾画民族体质“底图”
——记天津师范大学郑连斌体质人类学团队

师者仁心护童心 工匠精神育栋梁
——记天津市静海区实验小学教师朱玉宾

用爱心和智慧照亮乡村孩子奋飞的航线
——记天津市河头学校教师林茂

编者按：近年来，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市

教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

队伍建设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安排部署，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作，把全面加

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把教师管理体制改革与

机制创新作为重要突破口，引导广大教师争

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

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着力造

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

师队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忠诚于党

的教育事业，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赓续百年

红色血脉，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科研攻关，主动承担

学生社会实践、暑期托管和课后服务等工

作，用心用情助力乡村振兴、常态化疫情防

控，涌现出一大批成绩显著、事迹感人的优

秀教师，充分展现了他们守教育报国初心、

担筑梦育人使命的历史责任与家国情怀。

今天，正值我国第37个教师节，本报从我市

大中小幼各学段，选取了四名优秀教师代

表，刊发他们的从教故事和为师风采，展示

他们热爱教育的情怀与坚守，引导广大教师

崇德修身、潜心教书育人。

赓续百年红色血脉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郑连斌团队怀着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赤诚之
心，四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民族体质学研究领
域，风餐露宿、翻山越岭，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
市自治区、230多个村庄，行程超过30万公里，
积累了中华民族115个族群63452例的 400多
万个成人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建成我国最大的
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奠定了生物学遗传学
研究基础，为维护国家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做出重要贡献。

师德师风——凝心聚力树德典范

“一定要详尽记录中国人自己的体质数
据，填补国家这一空白。”团队成员心怀大
我、淡泊名利，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
神，把项目立在国家重大需求上，把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国家民族事业
上，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与毅力、不
解决问题不罢休的气魄和勇气，彻底解决
了我国没有系统的民族体质表型记录问
题。团队教师政治过硬、师德高尚、忘我奉
献，带头人郑连斌坚持把教书育人、言传身
教、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 ，身体力行
做塑造团队的“大先生”，2019 荣获天津市
道德模范提名奖，2021 年荣获天津市优秀
共产党员 。

教育教学——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团队教师始终深耕教书育人一线，讲授《体
质人类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人类遗传学》
等10余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承担教育部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1项，取得校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1项，承担教改、课程思政、通识课程、特色
师范课堂等项目多项，年平均课时量371.1课
时，编写教材、教学案例5项。注重在课程体系
中挖掘专业课的育人功能，把价值观培育和塑
造“基因式”融入课程，使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
同向同行，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社会服务——坚守初心追根溯源

“国家需要就是我们坚持的源动力。”团
队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研究充分证明了现代各
地区的中国人（汉族和少数民族）并非各自独
立发展，而是在密切交往和不断分化、融合演
变中形成，有力印证了我国各民族同根同源、
骨肉亲情不可分割。郑连斌在国家民委2021
年度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上作了《绘制中国
民族的体质表型地图》的报告。出版的《中国
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
绍当代汉族体质的权威著作，成果被广泛应
用在工业、教育、卫生、交通、刑侦、国防、科
技等诸多领域。

团队建设——艰辛探索寻体质密码

经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建设，培养了天津
师大与内蒙古师大两支体质人类学科研团
队，在国内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团队成员
不惧西藏墨脱悬崖路上的塌方巨石、喜马拉
雅山脉深处原始森林垂直惊险的崎岖山路、
四川平武冻得“身体完全没有了感觉”的罕见
暴雪，云南楚雄被磅礴大雨中断的铁路交通
……在大山里、在边境线、在古村寨，团队成
员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
和艰辛的生活条件，成功勾画出了我国详尽
的民族体质“地图”。

科技工作者要静心笃志、心无旁骛、
力戒浮躁，肯下“数十年磨一剑”的苦功
夫。这正是郑连斌团队四十年如一日的
生动写照。

十四载扎根乡村教育事业，用青春和责任
诠释了对乡村教育的不懈追求，用爱心和智慧
照亮乡村孩子奋飞的航线。

作为天津市第八届双优课一等奖、德育
优秀奖、天津市首届班主任技能大赛第一名
的选手，代表天津市参加全国思想政治·思
想品德优质课大赛并荣获特等奖，荣获全国优
秀教师、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
员、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开展市级讲座、公开
课26次，区级公开课、讲座40余节，与孩子们
交流的30多万心灵文字……一串串的数字、
一个个奖项记录着85后青年教师林茂的教育
成长之路，也承载着与孩子们情感交流的心
灵砝码。

树人以德 用爱心诠释师德

静心坚守、扎根农村，践行为人师之职
责。2007年，大学毕业的林茂远离家乡，踏上
了北辰农村教育事业之路。14年，他把全部身
心奉献给了边远乡村教育事业。学校领导让
他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可以不再带班，而他
却立下了“工作可以加量，班主任工作不能不
干”的誓言。林茂老师知道，这是对孩子最质
朴的爱，也是一名人民教师的基本职责！

林老师离开条件较好的教师集体宿舍，住

进了学校旁边的小屋，他深知，选择艰苦、孤
独，是为了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备课。

立教以钻 用创新诠释价值

创新教学，让每一个孩子乐学。孩子们和
他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课堂气氛“平
等、润泽”。他打破传统，创造了独特的“游戏
快乐式”“今日说法”“活动体验”等课堂模
式；他突破限制，成立了“小手指志愿者”队
伍，引导着学生们由课堂走向社会，传递微诚
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许孩子们
爱上、乐上林老师的政治课，正是源自这种生
命的温度与温情，初三毕业班连续4年在会
考中取得的好成绩也许正是对生命课堂的一
种自然的回馈。

挖掘潜能，让每一个孩子自信。班级管理
方面，林老师更是别具一格，他始终坚持“每个
学生对于他来说都是唯一、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尽一切可能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

立业以恒 用信念诠释师魂

把教育当作一辈子事业来对待。为了提
高专业素养，林茂对自己提出“四个一工程”：
每天写一篇教育随笔，每天走进一个孩子心
灵，每周阅读一本教育书籍，每月做一节公开
课；多次在市区级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教育理
念，发挥了带头联动的作用；他坚持要想教学
突破，必须教研先行的观念，20余篇论文获国
家级、市级奖项。

把农村教育当作梦想来传递。作为天津
市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他注重发挥人才
带头人的传帮带作用，积极推动乡村青年教
师专业化发展，所带徒弟、学员1人荣获全国
优秀教师、4人所带班级荣获市级三好班集体
荣誉称号。

林茂老师用智慧承托起孩子幸福的成
长，用知识铺就孩子前行的道路，用爱心点亮
孩子心底的光辉，用责任坚守着对乡村教育
的不懈追求。

朱玉宾现为全国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
领航班学员、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教学
专业委员会第八届理事、天津市特级教师、
天津市学科领航工程学员、陕西师范大学
和天津师范大学实践导师。曾为“天津未
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员、“天津市千名计
划”导师。

为师楷模 立德树人

朱玉宾19岁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偏远农村
——大十八户小学，在那里默默耕耘16年。27
年来，他始终坚守课堂，时时处处事事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要求自己，恪守教师职

业道德，给孩子们树立做人的榜样：他从2009
年至今一直身患严重腰椎间盘突出，每天都是
忍着疼痛坚持工作，从不拈轻怕重，永远冲在
最前面；为人谦和善良，热情真诚地帮助每一
个人；他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孩子们如何做一
个正直的人。多年来他获得荣誉表彰45项，被
授予全国教学名师、天津市优秀教师、特级教
师、师德先进个人、德业双馨十佳教师提名奖、
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连续12年被评为
“十佳教师”，连续4次被评为县级优秀共产党
员。2016年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委托区党委
制作了微电影“身边榜样——朱玉宾的美丽人
生”进行展播，成为党员学习的榜样。他的先
进事迹曾被静海电视台、《静海文汇报》报道，
还被刊载在《天津教育》《天津教育报》和人民
网·天津视窗等广泛报道。2017年第十三届全
运会中，他光荣地成为一名火炬手，参加了火
炬传递活动。

爱生如子 仁爱育人

朱玉宾从1992年—2009年期间共担任班
主任工作12年。他把每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与家长坦诚相待，经常借助微信、电话等
多种形式进行沟通，研讨教育策略；他悉心呵
护每一个孩子，不急不躁，平时用相机记录下

他们点点滴滴的成长。对于那些内向、胆小的
孩子，也总是面带微笑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
创造机会表现自我。每一个孩子都在朱老师
的关爱下健康成长，学业优异。2016、2017和
2018三个学年度在静海区小学毕业质量检测
中连续荣获一等奖。每年的综合考评均为优
秀，所带班级被评三好班集体，受到社会的广
泛赞誉。

潜心课改 勇于创新

他结合教学实践，不断研究，开创了“启智
数学教学思想”：以“知”启“智”，以“智”悟
“道”，以“道”树“人”，以“求知、悟道、做人”为
宗旨的数学教学思想诠释了“立德树人”的教
育方针。这一教学思想得到了天津市教科院
的广泛推广，2017年被中国教育学会立项为国
家级课题。曾两次获得全国优质课一等奖，一
次天津市双优杯竞赛一等奖，2011、2013、2018
年三次代表天津市参加全国课堂教学总决赛
均获得一等奖。在教育部优师优课活动中3节
课获得部优，4节获得市优。另获得赛课一等
奖国家级2次，市级5次，区级5次。2019年被
评为天津市静海区“教育工匠”。
2017 年朱玉宾被天津师范大学聘为

“卓越教师培养项目”实践导师。同年，被
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教学名师。2018
年被陕西师范大学聘为硕士研究生校外合
作导师。同年，作为“天津市未来教育家
奠基工程”学员完满结业后又先后入选
“天津市学科领航工程”和“教育部名师领
航工程”。

刘健，天津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园
长、正高级教师、天津市特级教师。曾获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天津市最美女教师、天津市
师德先进工作者、和平区教育领军人才等称
号。现任天津市学前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学前
教育研究会理事等。

勤于耕耘 倾心奉献教书育人

她三十三年如一日，在幼儿教育这块圣土
上默默地耕耘着。她将促进幼儿主动学习与
发展作为价值追求，自觉以优秀的师德陶冶幼
儿心灵，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育工作中。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过程中积极发挥
引领带动作用，成绩突出。每学期园所都会收
到家长感谢信、锦旗等。

基于实践 提升园所文化内涵

刘健积极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
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中，其间不断思考要将园
所办成什么样的幼儿园，如何提升保教质量实
现“幼有所育”，让人民满意。在边实践、边总
结中，她凝练了“精品教育”的办园思想体系。
在工作中注重提升管理品位，锻造精品团队；
注重加强常态研究，提高教育实效；注重强化

工作细节，保障育儿质量。践行着“和谐务实，
追求卓越”的园风以及“尚德博学，精益求精”
的园训。梳理出了“科学严谨，扎实精通”的教
风及“乐群向上，乐学善思”的学风。

勇于创新 教育教学特色突显

刘健始终坚信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应以幼
儿为本。于是，她不断提高专业水平，提升实
践智慧。她独立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市级研
究课题，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开展实践探索，曾
荣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立项课题成果一等
奖及二等奖、天津市第六届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等,还荣获了全国优秀教科研工作
者、天津市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她提出了“幼儿是富
有个性色彩的主动学习者”的儿童观，“与幼儿
一起发现和感悟智慧”的教育观和“发现幼儿
的闪亮时刻提供有效支持”的课程观。多年
来，她始终致力于幼儿园课程改革，建构了基
于幼儿主动学习的园本课程——葵花课程，能
以一种自然的、随机的、平等的指导风格与幼
儿进行有效互动。

示范辐射 践行教育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刘健深知更好
的教育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发
展赋予教育的使命。

她自觉肩负起专业及思想引领的使命，带
领园所承担了教育部全国骨干教师研修、市政府
对西部援建、赴新疆支教、农村教师全员培训等
各级各类幼儿教师培训研修任务。

从教33年来，刘健始终把平凡、普通的
幼儿教育工作视作为祖国未来培养健康合
格人才的光辉事业，不断将自己锻造成为一
名有思想且睿智的幼教人，为幼儿的精彩人
生奠基。

——新时代我市教师风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