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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在教育系统的基层工作岗位上坚守使命，尽心
尽责，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汇聚成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磅礴力量。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8岁
生日，结合全党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本报推出“平凡的
党员”七一特刊，选取7名来自全国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教育系统基层党员，讲
述他们的初心和坚守，讲述他们的奉献故事。向这些教育系统的平凡党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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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邵新慧光荣地成
为东北师范大学一名学生党
员。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忠
诚于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做一名真正的好老师。1997
年，邵新慧从东北师范大学硕
士毕业后，如愿成为东北大学
一名数学教师。

任教开始，邵新慧经常向
老教师们请教，努力尝试创新
教学方式方法。一有时间，她
就到图书馆翻阅书籍，查找文
献，努力将枯燥的公式和定理，
变成通俗幽默的语言，拉近学
生与数学的距离。

在邵新慧心中，最幸福的
事儿就是和学生一起讨论数

学，用自己的激情，感染带动学
生。用学生喜爱的方式讲好数
学，让学生在数学的润泽下快
乐成长。对于不同专业的学
生，她会特意选择不同的知识
点切入，把数学与学生的专业
巧妙地联系起来，调动学生的
兴趣，吸引学生的关注。

年复一年，学生们越来越
喜欢上邵新慧的数学课。容纳
200 人 的 教 室 里 常 常 会 涌 进
500 多人，教室的过道、讲台前
的空地经常坐满学生。经常有
学生抢不到座位，就从其他教
室或寝室搬来椅子。

看着学生们期待的眼神，
邵新慧深感数学是有魅力的，

就想让更多的人爱上数学。于
是，她带领团队青年教师精心
完成了“数值分析”的慕课录
制、网站编辑、制作和上线等工
作，为社会上热爱这门课程的
人打开了一扇求知的大门。

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
职责，帮助学生成长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更是
教师的光荣使命。从走上讲台
的第一天起，邵新慧就把学生
当成自己的孩子，真诚相待，以
心换心。

为引导学生们明确自己的
奋斗目标，做好学业规划，邵新
慧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走到学生
中间，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和
思想动态。对于需要帮助的学
生，她竭尽所能。为方便随时
给 学 生 答 疑 ，她 建 立 了 QQ
群。有些学生不喜欢当面表
达，就在网上向邵新慧倾诉家
庭的困难、择业的困惑甚至是
失恋的苦恼，她总是耐心倾听，
细致分析，认真解答。

转眼，邵新慧已是有着26年
党龄的老党员，她说：“在我心中，

‘立己德’而‘树人德’，温情回望
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关爱的眼
睛，是我永远不变的初心，也将
激励我执着地坚守三尺讲台，书
写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

高数教师邵新慧：

让更多的学生爱上高数
本报记者 刘玉

权金文 2002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对于扎根偏远乡村的他来
说，初心就是为乡村的孩子播种
一份希望。

权金文所在的学校地处祁连
山脚下，经济落后，自然条件恶劣。
从师范学校一毕业，权金文就扎根
在这里，一晃 29 年。刚来的那几
年，学校还是土坯房，经常缺水、停
电，很多分配来的年轻教师干不
了几年，就都想方设法离开了，而
权金文却一直在这里坚守着。

从教 29 年来，权金文一直担
任班主任工作。他常常觉得，在

学校里，班主任就是孩子的“家
人”。学生小张是一个孤儿，被苗
家堡村村民张维泽收养。养父张
维泽双目失明，家里还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一家人全靠政府
补 贴 过 日 子 ，日 子 过 得 非 常 艰
难。在学校里，小张也比较自卑，
不爱与人说话，成绩平平。权金
文了解到情况后，就经常单独找
她谈话，辅导她，给她购买一些生
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慢慢帮她找
到了自信，整个人也变得开朗、活
泼了，成绩也不断提高。

在权金文的任教生涯中，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9 年来，权
金文注重自身业务及能力的提
高，他所担任的学科教育质量一
直在全乡名列前茅。同时，他积
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年轻教师成长。刚参加工作的
小杨，在教学中显得力不从心，一
次语文公开课她只用了 10 多分
钟就将一篇精讲课文上“完”了。
看到这种情况，权金文决定先给
小杨上一堂示范课，课后和她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指导。闲暇
时，权金文帮她找到一些优秀的
课例视频并督促她观看，时时深
入课堂给予指导。两三年的时
间，小杨就成长为学校的一名教
坛新秀。在权金文的带领下，一
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成
为学校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29 年来，权金文时刻牢记着
入党誓词，用心血和汗水实践着自
己的初心。时间如白驹过隙，但权
金文那颗心系乡村教育、为乡村孩
子播种希望的初心始终没变。

入党誓词，用心血和汗水实
践着自己的初心。时间如白驹过
隙，但权金文那颗心系乡村教
育、为乡村孩子播种希望的初心
始终没变。

乡村班主任权金文：

扎根祁连山脚下29年
本报记者 尹晓军

1981 年，杨瑞清从南京晓
庄师范学校毕业。陶行知先生
的光辉榜样指引杨瑞清，他决
心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回
乡，希望能为改变乡村教育落
后面貌贡献一份力量。带着一
股子年轻人的冲劲，杨瑞清到
了江浦县五里村小学任教。他
内心有个强烈愿望，就是让农
民的孩子也能享受最好的教
育。

1983 年，组织上调杨瑞清
担任共青团江浦县委副书记，
几个月后，他辞职回校，在从政
和从教之间选择从教。1989年
12 月 ，杨 瑞 清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那时，他已经担任行知小

学校长，学校正处在办学条件
简陋、骨干教师不断流失的困
境中。有人劝他也调离，他犹
豫过，但又不甘心。在磨砺中，
杨瑞清在专业上学完了南京师
大本科课程，为自己增添了无
穷力量，在解脱和坚守之间选
择了坚守。而加入党组织，是
杨瑞清走在行知路上的一个转
折点。过去，多少有一点儿个
人奋斗的意味，也感受到了生
命的脆弱、力量的渺小。入党，
让他这滴水融入了大海，获得
了力量，从此不再犹豫，从此不
再迷失方向。

1981 年，杨瑞清刚到五里
村小学工作那一年，刘明祥读

四年级，受陶行知精神感召，中
学毕业后他也报考了晓庄师范
学校。1990 年，刘明祥也放弃
进城教书的机会，申请到行知
小学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乡
村教育。1994 年，刘明祥参与
行知基地创建工作，后来也加
入了党组织，目前已在行知小
学工作29年。

从刘明祥，到余庭玲，再到
阮敏⋯⋯在党组织的关怀和陶
行知精神感召下，杨瑞清的行
知路上不再只身孤影。他们这
个团队，坚持走行知路，不断探
索乡村教育规律，从村校联合，
到城乡联合，再到国际联合，从
一所落后的村办小学，发展成
为集一所幼儿园、三所小学、一
所初中、一个基地于一体的现
代化、国际化的行知教育集团。

杨瑞清越来越认识到，发
展乡村教育，关键要发挥校长、
教师的主体作用。在城乡对
话、中外融合中，杨瑞清不断优
化育人理念，既欣赏盛开的“鲜
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形
成了强调“关怀生命，关注生
长，关心生态，关切生机”的行
知教育新理念、新特色，开展了
行知教育三国论坛、两岸论坛，
将行知教育实验逐步推广出
去，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乡村校长杨瑞清：

带领更多人投身乡村教育
本报记者 李大林

2017 年 6 月，接到援疆任
务的时候，40 岁的屈新运犹豫
了。一方面，根据组织安排，他
将离开陕西师范大学，到新疆
师范大学工作 3 年；另一方面，
他的女儿小学毕业即将踏入初
中阶段，同时妻子怀有身孕。
很快，屈新运作出决定：援疆。

1997 年，读大二的屈新运
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屈新运深知，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贡献力量，是初
心，也是使命。

来到新疆师范大学后，屈
新运担任学校科研处副处长，
负责学校的对外联络。这个分

工很轻松，但他主动加担子，要
求分管处里的科学技术科。后
来，屈新运又陆续分管了三个
科室，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
也更艰巨了，但他乐此不疲。
两年里，屈新运接待和服务过
的师生达到5000人次。

为深入做好援疆工作，屈
新运先后修订和起草 《新疆师
范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办法 （修订）》 等一系列科研
管理文件，规范和完善了学校
科研管理体系和学术规范，带
动了学校科研工作积极健康发
展。

每天，屈新运最多的工作

和最普通的工作就是科研材料
审读和科研项目报账审核。这
个工作说普通也不普通，需要
耐心和细心。他为自己定了一
个目标，就是努力争取让每人

“ 只 跑 一 次 ” 就 可 以 办 理 审
读、报销等事项。这项承诺让
不少教师打消了因科研经费使
用遇到的难题而不积极开展科
研工作的顾虑。不仅如此，屈
新运还利用下班时间到新疆师
大昆仑校区“上门服务”，给
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传达科研和
财务规范，促进学校科研工作
健康发展。

屈新运利用援疆干部的双
重角色，建立起了畅通的内通
外联通道，为新疆师大“走出
去”“引进来”搭起了桥梁，先后
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建立起了深层次对接机制，两
年来他促成 40 余人次交流合
作，协助达成新疆师大教育博
士联合培养，实现学院、部门以
及科研平台之间的合作 10 项，
联合申报课题1项。

援疆，虽然辛苦，也付出了
很多，但能为边疆教育发展踏
踏实实做些事，贡献一份属于
自己的力量，屈新运觉得人生
更有意义和价值。

援疆教师屈新运：

为边疆教育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彭金民是转业军人，2000
年入伍，2004年在军营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面对镰刀铁锤红
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的那一
天，彭金民激动地流泪了。那
一刻，他下定决心，时刻响应党
的号召，不挑不拣，不论工作大

小，都要扎扎实实做好。2013
年7月，彭金民转业。

转业时，彭金民没有提
出任何要求，服从组织安排
到沧源县民族小学任安全保
卫员。工作中，彭金民坚持
做好师生出入和领导、家长

来访的查验登记，以及校园
安全隐患排查、巡逻守护等
安保工作，积极认真履行校
园安保工作职责。

彭金民是一个多面手，学
校的任何事情都找他帮忙，班
级桌椅坏了，他就去修理；学
生没有人接了，他就打电话联
系家长；学生吃不上中午饭
了，他就给学生买午餐。

中午和晚上放学时，彭金
民就牢牢守在校门口，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进入校园，家长们
对彭金民的认真负责赞不绝
口。彭金民还给学校提出了
许多合理化建议，在实际工作
中消除了一个又一个深层次的
安全隐患。在沧源县民族小学
领导眼里，只要是彭金民上班，
大家就一百个放心，有同事对
他说：“差不多得了，别太认真
了。”每当此时，他都笑着说：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彭金民以前在部队时受

过腰伤，留有后遗症。有一次
他腰伤复发，走路都有点困
难，学校领导让他去医院治
疗，他不愿意，要坚持上班，等
放假了再去治疗。在一个周
六，寄宿学生看到他弯着腰，
疼得直冒虚汗，主动跟他说：

“彭老师，您躺着休息一下，我
们六年级年龄大点儿的男生
帮你守一会儿大门。”那一刻，
彭金民流泪了。

由于工作勤勤恳恳、干
事踏踏实实，彭金民受到了
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连
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时刻牢
记：在工作中不能怕吃苦，
一定要多干活、多流汗，认
真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
务。”彭金民说。

小学保安彭金民：

扎实做好每一件小事
本报记者 苏令

2006 年 11 月，还在华东
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基础心
理学专业的陈蒲晶，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从那一刻起，在她
的心中就种下了一个心愿——
要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事业，
用理想信念之灯照亮每一个学
生的发展之路。2010年7月，

陈蒲晶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的一名辅导员。

陈蒲晶认为，作为一名中
国共产党员，作为一线教育工
作者，辅导员有责任、有义务
教育引导大学生学会保护好
自身安全，这其中的一项重要
工作，就是加强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辅导。
“陈老师，我被一家心仪

已久的数码公司录取了，今天
特地给您打电话报喜，谢谢您
对我的指导！”听着电话那端
激动的声音，陈蒲晶的嘴角也
泛起笑容：“恭喜你，在新的岗
位上，要时刻相信自己，努力、
负责就会有回报！”

电话那端的学生并不是
一个普通学生，曾经在大二的
时候，该生因为一次考试作
弊，被学校记过，差点自暴自
弃、放弃学业。面临处分，这
名男孩也流下了眼泪，害怕因
为这一次的考试作弊，对未来
造成影响。为了疏解学生的
负面情绪，陈蒲晶采取了阶段
性推进的心理援助计划，通过
情绪缓解、认知转变和学业规
划来帮助他改正错误。该心
理援助持续了半年，通过循序
渐进的引导和帮助，这名学生

渐渐走出阴影，找回自信。
陈蒲晶不断探索各类学

生发展规律，将心理学的理念
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陈蒲晶设计的“安心计划”开
展了5年，通过一个平台、两类
培训、三个制度、四级联防的
工作模式，确保了 9 年来无
极端事件发生的稳定的学院
环境。她和同事开展的新生
适应性研究，发现了学业适
应是最敏感、最能出现干预
成效的新生适应指标，并成
功申请到北京市第二批辅导
员工作室——“心·航”新
生成长工作室。

“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事
业”是陈蒲晶的“初心”，将

“心”比“心”，她用自己的专业
所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学生
信任，走进学生内心世界，
帮助学生系好了进入大学之
后的第一粒扣子。

高校辅导员陈蒲晶：

用“心”照亮学生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通讯员 张佳宁

杨瑞清
职业：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行知教育集团校长
党龄：29年
初心：改变乡村教育落后面貌

邵新慧
职业：东北大学数学教师
党龄：25年
初心：做一名真正的好老师

屈新运
职业：新疆师范大学援疆干部
党龄：21年
初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贡献力量

权金文
职业：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安阳乡中心学校教师
党龄：16年
初心：为乡村的孩子播种一份希望

彭金民
职业：云南省沧源县民族小学保安
党龄：14年
初心：不论工作大小，

都要扎扎实实做好

陈蒲晶
职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辅导员
党龄：12年
初心：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事业

2003 年,刘震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觉得，人活着是要有精神
的，是要为他人服务的！这也是
刘震的入党初心。

2017 年 8 月，身为济南市莱
芜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招生
科科长的刘震，受组织委派，来
到市级贫困村济南市钢城区艾山
街道雁埠村担任第一书记。

刘震赴任时，正值小米收获
的季节，而村民正在为小米销售
发愁。当天夜里，刘震就在朋友
圈发出雁埠小米的销售信息。村

里没有车，刘震就开着自己的车
当 起 “ 快 递 小 哥 ”。 有 一 次 送
米，客户办公室在 5 层，没有电
梯，200 多斤小米，刘震来回爬
了5趟楼梯，汗水湿透了衣服。

为了给雁埠小米有个体面的
包装，他利用自己美术特长亲自
设计包装，亲自跑广告公司、印
刷厂、纸箱厂，给雁埠小米穿上
漂亮的衣裳。新闻媒体、小区、
学院餐厅、农产品店、网站、商
店、同学微信群到处都有他的身
影。很快，1 万多斤小米销售一

空。为此，刘震也搭上了 5000
多元的邮寄费、加油费。为了提
高产品附加值，让更多贫困户、
村民走上致富路，刘震积极与村
两委协商，引进黑小米等优秀谷
种试种成功，扩大了种植效益。

农闲时，刘震跟村民聊天，听
说去年种的扶贫葫芦，因为回收
标准高，大部分都点了炉子。他
心里一动，正好自己的单位——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有非物质文化
进校园活动。一周后，刘震拉着
一车村民走进了大学课堂，开始
了葫芦烙画技能学习。之后，刘
震在雁埠村设立扶贫葫芦工艺美
术加工室，成立葫芦烙画扶贫车
间。刘震又联系有关电商平台进
行销售，首单售出3万元。

在任第一书记。的 20 个月
里，刘震没有休息一个星期天。村
集体的第一个经济组织“雁埠村富
农果蔬合作社”成立了，村里第一
个农产品商标有了，村集体的第一
个旅游产品诞生了，村集体的第一
个扶贫车间投产了⋯⋯848 名村
民奔向了小康！今年4月，刘震荣
获“济南市优秀第一书记”称号及

“济南市五一劳动奖章”。

“第一书记”刘震：

带领848名村民奔小康
本报记者 张兴华

刘震
职业：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艾山

街道雁埠村第一书记
党龄：15年
初心：人活着是要为他人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