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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振义

王振义，男，汉族，1924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奋斗
在医学教育一线超过 70 年，先
后培养博士 21 人、硕士 34 人，
造 就 了 “ 一 门 四 院 士 ” 的 佳
话。他于 1986 年在国际上首创
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

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他 98 岁仍然活跃在
医学教育和人才培育的前沿阵地，自创特殊的“考卷”
查房方式，培育锻造了大量优秀医学人才。曾获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育
功臣等荣誉。

11 丁仁彧

丁仁彧，男，汉族，1980年10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教授。他从医从教16年，
立足重症医学，为学生量身制定个
性化教学培养计划，倾囊相授重症
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操作技巧。
他乐教善启，和学生共同查阅文献
资料、讨论诊疗策略，使脓毒症血小
板减少的精准诊疗技术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他践行医者担当，2017年主动请缨加入辽宁组团式援
疆医疗队，为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培养了一批重症医学人
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队
长，在抗疫一线教学并实践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使用，成功
救治120余名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曾获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05 姚静

姚静，女，汉族，1978年6
月生，中共党员，燕山大学教
授。她是国家级教学团队、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核心成
员，倡导并践行“学生主导，教
师辅导”的教学理念，提出以项
目为主线的架构式教学方法和沉
浸式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
践“活化教室”和“翻转课堂”

等多种教学模式。她创建“液压专业导论”课程，打造
两门省级一流线上课程，建立思政教学平台，创立机控
专业竞赛制实践项目品牌。她注重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
养，倡导“一生一赛”“一生一技”，带领团队构建“三
个主体、三项支撑、二条驱动、一套体系”创新拔尖人
才一体化培育体系。曾获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

23 朱满洲

朱满洲，男，汉族，1965
年 9 月生，农工党党员，安徽
大学教授。他始终站在本科生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和研究生培
养的一线，将学术成果转化为
教学资源并向全省推广，提升
学生对前沿新材料的认知。他
坚持立德树人、创新引领、因
材施教，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

等实践机会，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压力与挫折，不断磨
炼意志品质。他组建并形成了一支学科结构合理、创
新能力强的研究团队，在无机—有机杂化材料化学研
究方面处于前沿地位，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
荣誉。

18 周美琴

周美琴，女，汉族，1967
年9月生，中共党员，上海市浦
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教
师。35 年的特教生涯中，她肩
负着守护特殊儿童的使命，甘
当“孩子王”，勇做排头兵。她
坚持走“医教结合”的道路，
贯彻康复训练与文化学习并重
的教育理念，构建以脑瘫孩子

教育为特色，适合残障孩子发展的教育体系。她积极探
索特殊教育数字化教学之路，鼓励教师学习新一代多媒
体软件与技术，开发各类教学课件，打造适合特殊教育
学生知识学习与康复训练的数字化、信息化课堂，帮助
特殊儿童融入社会。曾获全国特教园丁奖、上海市教育
功臣、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12 佟艳

佟艳，女，汉族，1967年10月
生，中共党员，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她从事思政课教学32年，
探索形成了“内外上下结合，课团
统一，部门联动，知能品行四位一
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她积极创新
思政育人载体，利用微信、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拓展思政课教学传播
渠道，指导学生利用广播站播报党

史故事、时政新闻，创建10余个校外实践育人基地，引导大学
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她组织实施培育“雷锋式职业
人”工程，将雷锋精神与职业教育和思政课教学融为一体，成为
学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特色品牌。她爱生如子，时刻关注关爱
学生，被学生亲切地称为“佟妈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辽宁省教书育人模范等荣誉。

06 白恒云

白恒云，女，汉族，1978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河北省邢台
市平乡县油召乡李元寨小学教
师。她扎根偏远乡村学校18年，
在教学中因材施教实施“对号
法”，注重学生成长过程性管理，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教学方法深
受学生喜爱。她积极倡导开展
教育教学信息化变革，带领学生

学习书法、手工、音乐、绘本等多门课程，拓宽学生视野，提
升学生素养。她守护农村孩子，关注学困生和留守儿童的
身心成长，时常拿出钱物资助贫困学生，用温暖和关爱践
行“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她所带的班级班风良好，教学
成绩突出，得到学生家长和学校的一致好评。曾获全国模
范教师、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师德标兵等荣誉。

24 杨明生

杨明生，男，汉族，1963
年6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六
安市霍邱县第一中学校长、教
师。他从教 38 年来，以校为
家，爱生如子，无私奉献，虽
身患多种疾病，仍坚守在教学
一线，践行着一位教育工作者
的使命担当。他坚持“五育并
举、德育为先”的办学方针和

育人导向，提出“以文化人、以文育德”的校园文化建
设方案，探索多种育人实践，强化德育实践效果。他坚
持教育科研、改革兴校，大力推进以备课改革为核心的
课堂教学改革，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资源。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

10 吴福全

吴福全，男，蒙古族，1977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一中学教
师。他扎根草原教育22年，在教
学中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
念，探索形成化学学科“2223”高
效课堂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讨论、
质疑，做学习的主人，教学质量显
著。作为班主任，他爱生如子，坚

持尊重和信任是最好的成长催化剂，用细心和耐心温暖困
难学生。他善于抓住学生成长中的闪光点，抓住每一次教
育契机进行表扬、鼓励、引导，他所带班级曾被评为“自治
区级先进班集体”。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学
科带头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等荣誉。

04 李建国

李建国，男，汉族，1973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天津职业大学教
授。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 29 年，
身体力行践行工匠精神，创新实
训教学体系。他坚持产学结合、
以产养学、以产促学、校企一体，
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指
导65名学生获得天津市高职院校
数控技能大赛一等奖，23 名学生

获得全国数控类大赛一等奖。他传授技艺、服务社会，致力
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先后创办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机械实训中心和全国首个增材制造技术推广
中心，成为全国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示范窗口。曾获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技能大师等荣誉。

16 吴文舟

吴文舟，男，汉族，1965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依兰县道台桥镇平原
学校教师。从教以来，他始终
奋斗在农村基础教育一线，资
助 20 名贫困学生实现大学梦。
他关爱学生，无私奉献，曾经
冒雪为 8 公里外摔伤腿的学生连
续补课多天。他积极学习，以

研促教，长期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不断加强教研组
建设和管理，帮助学校提升语文教学质量。他注重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课堂知识的传授中培养学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黑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22 章振乐

章振乐，男，汉族，1973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杭州
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校长、教
师。他从教近30年，深入钻研新
时代劳动育人的新路径，开创了
五育融合、家校社协同、综合育
人的劳动教育新模式。他参与
编写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成立了中国

新劳动教育学校联盟、长三角新劳动教育 20 校联盟，多次
赴西藏、贵州、四川、青海等地支教，为各地作专题讲座百
余场。他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多种创新形式，开发了农耕课
堂、农户课堂及手艺课堂三大类别课堂，激发学生兴趣。
曾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校长、浙江省春蚕奖等荣誉。

07 李粉霞

李粉霞，女，汉族，1976
年2月生，中共党员，山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她是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
头人，连续4届参加数控技能大
赛，取得全省数控铣工职工组
第一名。她潜心教学，重构课
程体系，实施“项目化+思政
化+信息化”教学改革，打造有

趣、易懂、接地气的课堂。她因材施教，建立“传、帮、
带、练”四级培优机制，探索出“分梯次、能力递进”的
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她注重团队建设，构建“帮、练、
赛、聘”教师培养模式，创建工作室，打造了一支优秀的
职业教育创新团队，开发实训项目服务企业。曾获国家级
教学名师、山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01 康绍忠

康绍忠，男，汉族，1962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坚
守在农业科学教学一线，组织全
国农业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教
育发展战略研究和课程体系建
设，创建了野外综合实训平台，
创新“四融合”高素质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了一大批知农爱农新

型人才。他创建了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体
系和旱区流域尺度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模
式，建立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促进旱区水资源高效
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他长期坚持帮扶西北旱区边远农
村教育，资助建设 7 所希望小学。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

13 孙正聿

孙正聿，男，汉族，1946
年 11 月生，无党派人士，吉林
大学教授。从教 40 年来，他坚
持“以科研支撑教学，用理论
铸魂育人”，树立了“为人为
学、其道一也”的师德师风，
用个人奖金为青年教师设立教
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为国家
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和哲

学专业人才。他提出了“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推进
了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引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
学基础理论研究。他的著作 《哲学通论》 成为全国高校
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为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科学普
及作出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19 杨瑞清

杨瑞清，男，汉族，1963
年6月生，中共党员，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总校
长、教师。他 41 年坚持扎根乡
村办教育，始终践行陶行知教
育思想，走出了一条现代乡村
学校独具特色的时代新人培育
之路。他两次拒绝进城，创办
的行知小学从一所简陋破旧的

乡村小学发展成为集幼、小、中和教育实践基地于一体的
集团化现代学校。他创建教育基地，把乡土生活作为教学
资源，积极探索学生校外活动、劳动实践、生态教育模
式。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只因放不下村里的孩子和自己
的教育理想。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师德标兵等荣誉。

03 张维

张维，男，汉族，1958 年 5 月
生，中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从
教 34 年，他始终坚守在高校教学
一线，参与了我国金融工程学科的
奠基性工作，培养出国内首批金融
工程方向博士。他积极开展学部
教学改革，探索建立了本科生“全
导师制”，在全校范围内率先实行

“博士申请审核制”，提倡并带头利
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平台进行教学方式的新探索。他推动学
部人力资源改革，创新制定“分类式准聘—长聘制度”，改革完
善教师业绩考核评价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他担任天津
大学—南开中学“未来杰出人才领军计划”导师，到云南、四川
等地中学为学生进行科普讲座。曾获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
科技进步奖、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09 阿拉坦仓

阿拉坦仓，男，蒙古族，1963
年2月生，中共党员，内蒙古师范
大学教授。他在祖国北疆从事高
等教育工作34年，始终参与一线
教学，主持的《行星运动与常微分
方程》成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他创造性地实施了“石榴籽”培根
铸魂育人工程，担任来自34个民
族的56名学生组成的“石榴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班的班主任。他潜心治学、勇于创新，证
明了无穷维哈密顿算子谱的对称性和完备性，破解了宇宙天
体力学上的数学难题，使我国在哈密顿系统研究领域进入了
世界先进行列。他牵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虚拟教研室”
入选教育部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曾获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荣誉。

15 杨士莪

杨士莪，男，汉族，1931年8月
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工程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扎根水声
学科教育72年，上世纪50年代从苏
联学成回国后，创建了中国首个理
工结合、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参与
培养了中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和青
年教师队伍，开创了中国水声教育
的新格局。作为中国水声定位方法

最早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者，他带领团队开展水声定位系统研
制，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定位系统研制等重大项目奠定了坚实
基础。他将课程建设与思政建设紧密结合，把水声学作为满足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战场，带领学生加强基础研究，全力攻坚关
键技术，为中国水声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等荣誉。

21 卢中秋

卢中秋，男，汉族，1964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温州医
科大学教授。他深耕医学教育，
改革临床教学，主持建设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提出了“三位一体（基地
医院、专业基地、专业组）”的急
诊医学住培联动管理模式。他
深钻医学研究，研发了系列新技

术、新药物，牵头编写脓毒症诊疗方案、中毒诊治临床专家
共识，在国内推广应用。他勇担社会责任，建成温州及周
边地区中毒救治协作网络，推广、规范基层医院中毒救治
技术，引领学生坚守“生命至上”的从医信念。他曾在万米
高空的航班上救治乘客，获媒体广泛报道。曾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教师等荣誉。

02 郑丹娜

郑丹娜，女，汉族，1973年11
月生，中共党员，北京市朝阳区垂
杨柳中心小学金都分校校长、教
师。她扎根教学一线 29 年，用和
学生互写“悄悄话”的方式，关心
每位学生的心理健康，及时引导
学生健康成长，培育学生优秀品
格，25 年累计超过 500 万字。她
提出了“全接纳—慢引导”教育理

念，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她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引路
人”，建立区级“班主任工作室”，带领班主任构建“学生、教
师、家长生命成长共同体”。她打破学校“围墙”，开设“杨柳
书院”，面向全校师生、家长以及社区居民开放，促进家校社
协同育人，影响带动了区域居民综合素养的提升。曾获全国
模范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08 张昀

张昀，女，汉族，1966 年 1 月
生，中共党员，山西省阳泉市盂县
第二中学教师。她坚守课堂一
线，大胆创新教学，摸索出学案导
学“五环节”教学模式、“一三五”
教学模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参与
编写的《初中新课程问题解决导
学方案》被省内初中学校广泛使
用。她多次主动到乡村学校交流

任教，探索出的农村初中数学课堂教学新模式在全县推
广。她爱生如子，38年来坚持家访，辅导学困生，资助贫困
生，是阳泉市首届道德模范。她示范引领，推广教学经验，
指导的青年教师成为省市“三晋名师”“学科带头人”，交流
任教过的3所农村学校教师科研能力大幅提高。曾获全国
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

20 王建国

王建国，男，汉族，1957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东南大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教
33 年，他探索建筑教育前沿，
提出东南大学建筑学本科教学
新体系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大力推动该专业教学改革。他
从中国城市建设优秀案例中深
挖思政元素，在学生心中播下

专业报国的种子，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他将课程教学与国家战略、城乡建设相结合，带领学生
参与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乡村环境提升等工作。他
带领教学团队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研究生教
育成果奖一等奖。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
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

14 李玉

李玉，男，汉族，1944 年 1 月
生，中共党员，吉林农业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从教 41
年，始终致力于菌物科学与技术
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创办菌
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立起从专
科到博士后的菌物科学与工程人
才培养体系，累计培养菌物学领
域研究生300余名。他带领团队

扎根生产一线，研发食用菌栽培技术300余项，把对菌物学
的研究延伸到与国民经济紧密结合的食用菌工程技术和产
业化领域，真正把“小蘑菇”做成了“大产业”。他积极推动我
国食用菌产业国际化，研究创建适宜国外气候的食用菌配套
生产技术体系，打造国际食用菌产业新高地。曾获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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