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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祖力亚提·司马义

祖力亚提·司马义，女，
维吾尔族，1977年9月生，中
共党员，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教授。她扎根新疆
教育22年，立足民族地区高等
教育实际，注重引领和促进各
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实现
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
人的统一。她讲授本硕博课程

近10门，带领教学团队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形成具有
多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5+1+N”课程体系，铸牢师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她坚持科研育人，带领学生赴南北
疆调研，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访学等，培养各民族研究
生49名。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等荣誉。

56 郑炳林

郑炳林，男，汉族，1956年7
月生，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教授。
任教40余年来，他扎根西部，默
默奉献，带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
究所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敦煌
学人才培养、教学科研、资料信息
的中心。他坚守冷门绝学研究，
甘坐冷板凳，拿着放大镜，利用缩
微胶卷，一部一部地不断推出敦

煌学力作，为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作出
了突出贡献，牢牢掌握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他甘
为人梯，奖掖后学，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从他手中接过敦煌研
究的接力棒，逐渐构筑起敦煌学研究的人才高地。曾获全国
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等荣誉。

52 索朗顿珠

索 朗 顿 珠 ， 男 ， 藏 族 ，
1973年 6月生，中共党员，西
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隆子镇
小学党支部书记、教师。他扎
根边境26年，长期致力于一线
教学和管理工作，注重因材施
教，有力提高了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他坚守德育阵地，注重
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
德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他立足

民族教育实际，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大力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他注重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凝聚
起教育的奋进力量。曾获西藏自治区“两基”攻坚先进
个人、全区优秀校长等荣誉。

60 刘娟

刘娟，女，汉族，1970年5月
生，中共党员，宁夏医科大学基础
医学院院长、教师。她辛勤耕耘在
宁夏医学教育一线28年，以报国
之心，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扎根西北
医学教育，搭建的“神经可塑性研
究”实验室和创新团队获批为自治
区科技创新团队。她以担当之心，
推进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领头

雁”效应，引领年轻同事不断创新，带领学科快速发展。她以使
命之心，抢抓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不断探索适应专业发展和社
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创新举措已
见成效。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届最
美科技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

64 吴翠云

吴翠云，女，汉族，1968年5
月生，中共党员，塔里木大学教
授。她扎根边疆教育32年，以深
厚的学科素养和不懈的教学探
索，构建了“一体两翼”型园艺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多维立体化教
学资源平台和教学科研深度融
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推行“科技
小院”研究生培养模式，育人成

效明显。她带领团队攻克新疆盐旱区密植枣园栽培系列
技术难题，助推产业发展转型和乡村振兴。她将家国情怀
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学生爱国爱疆、担当奉献，成为
民族团结教育的躬身践行者和传播者。曾获全国先进工
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

53 陈雪

陈雪，女，汉族，1974
年 1月生，群众，陕西省西安
小 学 教 师 。 她 扎 根 教 育 30
年，用智慧和爱心耕耘讲坛。
作为班主任，她以“爱心、耐
心、细心、慧心、执着心、宽
容心”关注每个孩子，班级建
设成果丰硕。作为语文教师，
她积极倡导分层教学，备课

“ 细 ”、 上 课 “ 精 ”、 辅 导
“实”、考核“活”，坚持开展语文实践，为学生全面
提高素质提供丰富营养，育人成效显著。在抗震抗
洪、脱贫攻坚中，她捐钱捐物，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曾获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
誉。

49 杨斌

杨斌，男，汉族，1965年5月
生，中共党员，昆明理工大学副
校长、教授。他坚持潜心育人，
创新冶金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为
冶金领域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
人才和卓越工程师。他坚持科
研育人，带领团队建成“真空冶
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研平
台，指导和带领师生打造了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真空冶金创新团队和工程研究中心。他
潜心治学，带领团队在学科前沿追求卓越，研发了系列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技术，解决了稀散金属、贵金属
等绿色高效提炼的难题，带领的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云南省优秀教师等荣誉。

57 李富香

李富香，女，汉族，1972
年11月生，中共党员，青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她扎根
职业教育26年，带领团队创新

“模块引领、任务驱动、四段
递进”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分工协作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及
科研课题研发，学生技能水平

稳步提升。作为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负责人，她建立政行企校协同机制，成立“青海
省汽车技术服务产教联盟”，安排教师脱产去企业实践
或本科院校跟岗锻炼，推动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曾获青海省教书育人楷模、青海省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

51 米玛

米玛，男，藏族，1966年4
月生，中共党员，西藏藏医药大
学校长、教授。他从事藏医药
教育 30余年，坚持以生为本，
关心学生成长，通过师承带
徒、课堂教学等途径，培养了
一大批专业技能型人才。他常
年坚守教学一线，坚持传帮
带，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
给中青年教师，培养了大批藏

医药专业高层次教师。他心系基层农牧区医疗卫生事
业，长年承担基层全科医师等各项培训工作，助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藏医外治技艺法
传承人等荣誉。

55 安文军

安文军，男，裕固族，1969年
9月生，中共党员，甘肃省张掖市
肃南县明花学校教师。他扎根
牧区教育30年，坚守教育初心，
用爱心、耐心和智慧教学生学习
知识、学会做人。他以学生为
本，从学情出发制定学习策略，
大力倡导情景化教学模式，积极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知行合

一。他爱生如子，在班主任工作中细致入微，关心学生心
理健康，在管理中严慈相济，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他注重
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倡导快乐教育，推进少年宫活动，开设
书画、手工制作、花样跳绳、足球等社团活动，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曾获全国优秀教
师、甘肃省乡镇骨干教师、甘肃省优秀辅导员等荣誉。

59 马景林

马景林，男，回族，1965
年 5月生，群众，宁夏回族自
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田老庄乡深
沟完全小学教师。他扎根乡村
教育37年，用点滴平凡的育人
故事书写着乡村教育者的不平
凡。他长期担任班主任，始终
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反思教
学，提升教学技能，做到教学

相长。他积极拥抱“互联网+教育”，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主动承担起“空中课堂”评课和学生作业辅
导的任务，并参与小学数学课后习题讲解微课制作，
分享至周边学校，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曾获宁夏回
族自治区教书育人楷模、宁夏回族自治区骨干教师等
荣誉。

63 孙怡

孙怡，女，汉族，1980年
10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一
幼儿园副园长、教师。22年的
从教生涯中，她扎根学前教育
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职
责，坚持不断学习、探索提
升，用爱心、科学的教育理念
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每名幼
儿。挂职支教期间，她尽职尽

责、任劳任怨，将一所新建幼儿园办成了教学设施完
备、教学理念先进、办园规模较大的幼儿园。她大力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学校、进课堂，为促进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贡献教育力量。曾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

50 杨国旺

杨国旺，男，汉族，1963
年12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第一中学
党委书记、校长。他扎根乡村教
育37年，努力发展山区优质教
育，让乡村孩子就近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他带领教师教学兴校，
千方百计改善教学条件，建成地
处乡镇的高中，营造教师乐教、
学生勤学的良好氛围，教学质量

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他爱生如子，推行“三生工程”，对
家庭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对学业困难学生精准辅导、对
学业优秀学生精准扶优，帮助2万多名农村学子用知识改
变命运。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54 王怡

王怡，女，汉族，1970年3
月生，中共党员，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教授。扎根西部28年，
她始终在绿色建筑环境领域的
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技术推
广一线工作，聚焦国家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紧
跟科学前沿，坚持科教协同，
潜心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在
提升工业建筑环境质量、改善

工人作业环境并降低建筑能耗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注重科研育人，突破系列科研难题，育人成效显著。
她长年致力于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果。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等
荣誉。

62 余金

余金，男，汉族，1965
年 3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八一中
学教师。从教 38 年，他扎根
边疆、默默奉献，在平凡的
岗 位 上 做 出 了 不 平 凡 的 业
绩。他长期担任班主任，用
心用情打造班风学风。他资
助困难学生，帮助多名学生
圆梦大学。他用心教书、潜

心育人，指导多名学生荣获国家级奖项，育人成效
显著。他铸魂育人，帮助和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
流交融，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曾获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优秀教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级教
师等荣誉。

58 李秀琴

李秀琴，女，土族，1972
年11月生，群众，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第一小学教
师。她扎根基层乡村小学 18
年，长期担任班主任，成功打
造了良好的班风、学风，用真
情和爱心呵护每一名学生茁壮
成长。在乡村小学任教期间，
她言传身教，爱生如子，为生
病学生补课，亲自上山找回辍

学学生，自学手语帮助残疾学生学习知识，育人成效显
著。她注重启发学生，更新教学方法，积极适应教育信
息化进程，主动承担网络教学任务，力求讲好每一堂
课。曾获青海省杰出教师、青海省先进工作者、青海省
最美教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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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据统计，华中农大共在17个

地市设立了“示范点”。华中农大
根据产业具体情况，为各地市州

“量身定制”了帮扶方案。以高校
独有的科技人才教育优势，建设
这个“孵化器”，赋能地方特色产
业发展。

加快农业科技转移转化，还
需突破传统路径，打通转化机制
障碍。这要求涉农类高校在能力
建设提升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创
新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乡
村振兴培育产业新动能。

基于学科优势，进行科研攻
关。中国农业大学实施乡村产业
科技支撑专项行动，以优质粮食
产业、设施蔬菜产业、绿色果树
产业、特色花卉产业、高效生猪
产业等特色产业为攻关方向，强
化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供给，突破
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可在乡
村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注入强
大的科技动力。

结合产业实际，强化科研转
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省
渭南市合阳县共建了产学研“一
体化”示范基地和葡萄技术服务
站。目前，学校帮助合阳县打造
形成了1万亩集中连片樱桃、10
万亩红提、2万亩红薯、20万亩

苹果、30万头生猪和30万亩花椒
的“112233”优势农产品产业结构
布局，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也
让当地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农民要增收，农业要增效，
关键在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分布
于五湖四海的涉农类高校，正结合
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坚定地实施
科技成果转化行动，为乡村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磅礴的科技力量。

抓细文化 移风易俗——
赋能美丽乡村建设

一个“乡旮旯”如何变成了
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到访安徽
农业大学对口帮扶的安徽省阜阳
市颍上县吴寨村的客人，不禁发
出由衷赞叹，同时也会生出疑
问：这个曾经鸡鸭随地走、垃圾随
处见的村子，是如何“旧貌换新
颜”，还评上了阜阳市2021年度

“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一类村？
村民要富起来，村子更得美

起来。据吴寨村驻村第一书记缪
亮介绍，在帮助村子发展特色产
业的同时，安徽农大狠抓精神文

明建设，打出一套凌厉刚猛的
“组合拳”，短短几年时间，就让
村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村子规划无序，环境脏乱
差？学校帮助村子完成《颍上县
吴寨村乡村治理规划》 编制工
作，然后安排林学与园林学院专
家指导吴寨村“美丽乡村省级中
心村”建设工作，实现中心村范
围内核心区美化、主干道路绿
化、村民小组亮化和服务中心功
能完善化。

村民思想观念落后，发展信
心不足？学校大力加强乡风文明
创建工作。一是组织师生入村进
行党史宣讲、义务支教和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宣传党的乡村振兴政
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二是投入1.5万元
启动“积分超市”运营管理和“美丽
庭院”评比工作，培树“崇德向善、
勤俭节约、文明健康”新风。

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发展后
劲不足？学校推行学历教育再提
升行动。2021年，吴寨村共有6
名村干部和年轻人考取安徽农业
大学成人高等教育，1人获得安徽

省首批“农业经理人”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此外，学校还围绕就业技
能、岗位技能和创业意识等方面开
展高素质农民培训50余人次。

……
乡村振兴要切实满足农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要增加乡
村物质财富，更要加快美丽乡村
的建设进程，让农民生活在和谐
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共享现代化文明成果。

开启美丽乡村的“金钥匙”
是持续推动农民素质的提高和乡
村乡风的进步。对此，涉农类高
校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要主
动施策，改变农村落后的思想观
念和陈规陋习，帮助农民提高思
想道德水准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的
素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精神动力。

在东南沿海，华南农业大学
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帝
田村、江埔街凤二村，开启了

“和美乡风”项目。该项目包括
“一站两堂三平台四基地”，其中
“两堂”为“幸福食堂”“乡村学
堂”，“三平台”是指“爱心地

图”“如愿行动”“社区基金”，既
服务乡民精神文化需求，也为建
设美丽乡村“打样”。

在中部内陆，华中农业大学
组织专家团队赴传统村落、民族
村寨开展非遗文化保护行动，弘
扬传承区域特色文化。学校还组
织规划团队赴神农架林区、建始
县、红安县开展美丽乡村规划设
计、乡村特色风貌保护和利用研
究，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在西南边陲，云南农业大学
开展“手绘七彩乡村”活动，组
织学生前往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姚安县前场镇唐百山新村，为当
地村居建筑绘制了1000多平方米
的特色墙绘，实现民族特色文化
与美学考量的兼顾，用画笔画出
最美彝族村落。

“什么是乡村振兴？”安徽农
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王华君经常深入“三农”一
线，他感慨地说：“搞科研的高校
专家推广了新技术、产业升级的
企业挣到了钱、流转土地的农民
腰包鼓了、土里土气的村落美
了，这不就是乡村振兴嘛！”

（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 张
圣华 张利军 王志鹏 刘盾
程墨 冯丽 王阳 通讯员 付
文婷 蒋朝常 陈玺 周红飞
执笔：本报记者 王阳）

（上接第一版）学生党员在观看微
党课后纷纷表示，微党课内容生
动，爱党爱国、奋发图强的深厚
情感贯穿始终，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和号召力。“老师们眼中有理想
之光闪动，他们对事业与理想的
热爱让人深感钦佩、深受鼓舞。”

微党课播出期间，广大高校
师生云端相聚，以党支部为单
位，结合学习、工作、生活实际
畅谈体会。“这是一堂洗涤思想、
震撼灵魂的党课，是一堂砥砺初
心、催人奋进的党课。”吉林大学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固体地
球物理教工党支部的教师们在观
看微党课后表示，作为黄大年老
师生前的同事、身边的战友，他
们正继承和弘扬黄大年“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精神，踏着黄
大年同志的足迹，致力于完成黄
大年同志未竟的事业。

“青年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力军，我们要夯实
专业基础，增强历史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
士生党支部书记吴炜生在观看微
党课后说，示范微党课使高校师
生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
育和难忘的精神洗礼，这将汇聚
成牢记嘱托，勇毅前进的强大力量，带领广大青年努
力在青春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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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需 于 田 献 才 智

（上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