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教 30 多年来，高夯始终捧着

一颗赤子之心，视教书育人为天职，

着眼学生全面、个性、终身发展，探索

优质教育资源一体化，推动教育扶

贫。他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

学识、仁爱之心筑起了学生的梦想，

真正成为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他是以数学为乐趣的大先生。全

国高校大都面向文科学生开设了“文

科数学”这门课，而在东北师范大学这

门课程叫“人文数学”，是由高夯开设

主讲的。他不是简单地把课程名称改

了一下，也不是对专业数学的简单压

缩，而是在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

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和探

索，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锻造文科学生

的理性思维。经过多年的讲授，这门

“人文数学”课已成为众多文科学生的

必修课，激发了文科学生学数学的热

情，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疫

情期间，每周一上午8点，年逾花甲的

高夯就早早地戴好耳麦坐在电脑旁，

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跨越空间阻隔为

学生讲授“人文数学”。

他是点亮学生梦想的筑梦人。

2017 年，东北师大适应新时代对高

素质人才的渴求，成立了数理基地班

“陆家羲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

经 61 岁、刚刚卸任学校领导职务的

高夯主动请缨，担任该班班主任。“陆

家羲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个性

迥异，专长不一，但谁适合学几何，谁

适合学代数，谁适合学统计，谁适合

学理论物理……高夯都了然于胸，他

为每名学生定制了培养方案，鼓励他

们既要仰望星空树立远大理想，肩负

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又要脚踏实地安

心读书、打牢基础，为国家基础学科

的长期发展、关键研究领域的重点突

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办公平质量的教育，教师素质的

提升是关键。2007年，时任东北师大

教务处长的高夯开始着手教师教育创

新东北实验区的具体建设，致力于推

动实现人才培养和教育扶贫的共赢。

无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高夯带领学

校各学科讲师团不间断地深入实验区

中小学课堂，听课、评课、送课、巡回报

告，足迹遍及东北地区30多个县区、近

百所学校，培训了近万名基础教育教

师。更多的教师从实验区走出，从四

面八方走向东北师大“回炉再造”，增

强造血功能。就这样，一种新的教育

扶贫共赢形式诞生了，让更多孩子能

够上好学，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象牙

塔”延伸扩散到东北地区的中小学，并

延伸到其他省市，极大促进了基础教

育的均衡发展。目前，在高夯的带领

下，东北师范大学创新实验区规模已

遍布14个省份、46个县市的219所中

学，UGS（高等学校与地方政府、中小

学校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教师教育新

模式写进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

部的有关文件中，上升为国家政策，在

全国推广应用。

正是因为饱含这份对国家基础

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夯在

开拓实验区的同时，一心扑在破解基

础教育实际教学难题上。他发现高

等数学与中学数学的断裂，敏锐地感

觉到需要在高等数学与中学数学之

间架起必要的桥梁，让师范生和一线

教师能够从高等数学的视角审视中

学数学。这样的桥梁性课程前所未

有，开发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开发者

既具有宽厚、融通的数学学科基础，

又需要开发者对中学数学教育有深

入的了解与研究。高夯历时 6 年研

发了《高观点下的中学数学》教材，在

全国师范类大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目前已有30多所师范院校使用该教

材。高夯通过他的课程和教材改变

了基础教育领域教师看待数学、看待

教育的方式，也深深影响了许多孩子

看待世界的方式。

高 夯 |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为基础教育躬耕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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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一个毛头小伙来到了

教育这块青青麦田，默默立下誓言：

一定要守护好乡村教育这片麦田。

20 年来，他用心耕耘，用爱呵护，用

智慧启迪智慧，用执着践行着当初的

誓言。他就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汴河中心小学教师孙浩，他坚守信

念、追求理想、不忘初心，几十年如一

日守护着乡村教育这块麦田。

春风化雨，滋润农村娃的心田。

师范毕业后，孙浩回到小学时的母

校。乡村里成年人大多外出打工，许

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生

活需要照顾，心灵更需要呵护。孙浩

下课很少回办公室，总是和孩子们一

起游戏、聊天。为了缓解孩子对父母

的思念，孙浩在教室的一面墙上设计

了一个栏目，张贴孩子的全家福照片，

许多孩子的全家福都是几张小照片剪

拼在一起的。孙浩有个小本本记着每

个家长的联系方式，给他们约定好通

话时间，让孩子可以常常听到爸爸妈

妈的声音……每天下课，他身边总会

围着一群孩子争着抢着和他讨论问

题。校园里，他的身影始终是忙碌的，

或奔或跑，他要尽快干好学校的工作，

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

刻苦钻研，成就教学上的行家里

手。在农村小学工作起点低、机会少，

孙浩通过书籍资料去感受教育新动

向，触碰教改最前沿。课堂上，他乐于

挖掘数学知识的内涵，在富有逻辑的

数学活动中引领学生层层深入，给学

生提供足够的思考时间和空间，让学

生自主建构数学知识。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触及数学知识的核心，感悟数学

思想，领会数学精神，体验数学价值，

形成数学素养。他的课堂是师生互

动、心灵对话的平台。经过实践、学

习、再实践、再学习，孙浩在数学教学

中形成了质朴自然的教学风格，逐渐

走出了一条不同的教学模式。

凭借扎实的学识、刻苦钻研的劲

头、逆风飞翔的精神，孙浩不断受到同

行的称赞。2014年孙浩荣获全国模范

教师称号，2016年被评为安徽省“特级

教师”，成为宿州市最年轻的特级教

师，2019年被评为安徽省最美教师。

赠人玫瑰，助力年轻教师成长。

2009年，孙浩被选定为市、区“送培送教”

首席专家，从那时起孙浩与多位教师签

订了帮扶责任书，从制订成长计划着手，

帮助他们提升班级管理、教育教学等。

在孙浩的鼓励带动下，符离镇一位教师

于2018年成为安徽省特级教师，夹沟

镇、芦岭镇两位教师先后荣获安徽省优

质课一二等奖，多位乡村教师在市、区优

质课评选中荣获一二等奖。如今，孙浩

帮扶的教师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

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带领本校教师

有声有色地开展教研活动。

2012年，孙浩响应号召远赴新疆

皮山县工作。从宿州来到南疆的广袤

戈壁，几千公里的距离，不同的生活习

惯和生活环境，高强度的工作，让初来

乍到的孙浩一时难以适应。这时正好

赶上皮山县第一届优质课大赛，皮山县

教育局邀请他担任评委工作，并上一节

全县示范课。孙浩以此为突破口，手把

手教当地教师制作课件，开展师徒同备

一节课、同上一节课、同反思一节课活

动，在实践对比中让当地教师得到历

练。为了不耽误毕业班，他每天按时上

完4节课，晚上一边准备自己的示范课，

一边帮助结对教师修改教案、课件，连续

半个多月，他每天只睡3个多小时。经

过不懈努力，他帮扶的一名教师最终荣

获一等奖。在孙浩的带动下，该校教师

的教学研讨意识整体提高，学校成长起

一支“不走”的教研队伍。

孙 浩 |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中心小学教师

乡村教育的守望者

张伯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继承

发展祖国传统医药，为人民群众的健

康服务。这个信念使他以惊人的毅力

潜心教书育人，忘我救死扶伤，勇攀科

研高峰。为了这个信念，他执着一生，

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中医药事业上。

在张伯礼看来，教师就是阶梯，

要让学生不断发展向上。从被人称

为老师的那天起，教师的使命便在张

伯礼的心中刻上烙印，让他在此后的

教育生涯中忘我工作，倾注毕生心

血。张伯礼很“神”，带出的学生个个

出息。原因何在？每当有人这样问

时，他总是笑笑说：“培养中医生，一

要敬业；二要有医德，大医精诚，服务

病人；三要学会中医的辩证思维方

式，辩证论治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四

要 加 强 临 床 实 践 ，倡 导 问 疑 精 神

……”近年来，张伯礼先后培养了博

士后、博士、硕士280余名，分布在世

界五大洲和我国各省市，他们多数已

成为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

2009 年，在张伯礼的倡导下，以

“责任、坚韧、克己、奉献”为班训的

“勇搏励志班”正式成立。这个班每

年从大学本科新生中招收学员，通过

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

评价的管理模式，磨炼学生成长成

才，让他们懂得吃苦耐劳、团结协作、

回报感恩社会，从而提升学生的整体

素质。2015年该班荣获第八届全国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2018

年获批天津市高校“一校一品”思想

政治工作品牌首批建设项目。

10年来，“加入勇搏、挑战自我”的

信念在全校学生中传递普及。为进一

步激励、资助在校家庭困难和立志于中

医药发展的优秀学生，张伯礼先后捐出

个人获得的“吴阶平医学奖”“何梁何利

奖”等各类奖金200余万元，设立“勇搏”

基金，奖励品学兼优学生。

张伯礼常说，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

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

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我给学生讲课

时经常提到，同样的错误不要犯第二

次，因为你犯一次错误，可能就会给患

者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医生要善于去

悟，去思考，去总结”。为此，张伯礼坚

持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要求学

生从院校走出去向临床名师学习经

验。他还特别鼓励师生间对病例的分

析讨论，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

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

没人知道中医药在张伯礼心里的

分量到底有多重，但却知道几十年如一

日，他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中医

药的研究和发展上。武汉疫情爆发后，

张伯礼被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急召

驰援武汉。在武汉，他深入定点医院、

方舱医院、社区，给病人会诊，调查疫

情，制订治疗方案，研究中药治疗新冠

肺炎的处方。他率领中医“国家队”进

驻江夏中医方舱医院。在那里，既有统

一方案，又能根据患者的病症采取个性

疗法，所有患者除统一服用中药汤剂

外，还因人调制中药颗粒剂，再辅以保

健操、八段锦和心理疏导。从2020年2

月14日开舱至3月10日休舱，江夏中

医方舱医院运行26天，收治病人564

人，实现了“三个零”：病人零转重、零复

阳、医护人员零感染。中医药以其优异

表现和突出贡献实力“圈粉”，在抗疫战

场上书写了文化自信的绚丽篇章。

作为一位校长、教育学者，张伯

礼十分重视中医药教育质量提升及

标准化建设，致力于创建中医药高等

教育规范。2008 年，他主持制定了

国内首个中医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

在全国开展了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和

中医学专业的认证工作，对规范中医

办学、保证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

用。作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

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还主持制

定了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国

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中医

师前）教育标准》，并被颁布执行，在

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

他还组织编写世界中医核心教材，建

立国际中医师资培训基地，有力地推

动了中医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引

领了世界中医教育健康发展。

张伯礼 | 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毕生心血付杏林

让“儿童站立课堂正中央”，带领

团队两次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创新教育扶贫方式，

为 900 个贫困县的 3800 个远程教学

站打造“永远在线的课堂”；把816节

直播课送上教育战线“抗疫”的最前

线……34 年来，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教师窦桂梅永远站在课堂上。

语文立人，永远站在课堂上的

“学术工匠”。2004 年，窦桂梅提出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的设想，以带有精

神意蕴的核心语词为主题，引领学生

语言发展、思维提升，丰富学生的精

神体验，形成主题引领的集成块化教

学，从儿童的特点出发，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学科教学中落细落

实。窦桂梅带领团队为全国语文教

育工作者、小学生研发《小学语文质

量目标指南》《清华附小的语文课》

《影响一生的主题阅读》……形成了

目标内容、实施策略、课程资源、评价

等维度协同推进的语文教学思想和

实践体系等。

课程化人，推进增加儿童实际获

得的结构性变革。2010 年底，成为

清华附小第 16 任校长后，窦桂梅组

织研究团队一个硬骨头接着一个硬

骨头啃下去，最终形成影响全国的课

程体系模型——清华附小“1+X 课

程”体系。“1”是优质落实的国家基础

课程；“X”是由“1”生长的儿童个性

课程；“+”指两者互动结构。“1+X课

程”增强了学科内知识的有机联系，

使学科与生活、科技连通，引导儿童

站立在课堂正中央，更好地建立书本

知识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有机联

系，不断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实现高

质量成长。

成志树人，以儿童视角研究百年

学校价值坐标。在2015年清华附小

百年校庆之际，窦桂梅带领团队系统

梳理百年学校的办学经验，构建了学

校成志教育的育人体系，提出要引导

当下的儿童树立理想抱负、意志品

质，并付诸实践行动，使其“从小学习

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

造”。确立了实现成志教育的三条实

施路径：成志学段三进阶（一二年级

为启程学段，基础牢；三四年级为知

行学段，腰杆硬；五六年级为修远学

段，起点高），顺应儿童天性和学段特

点，实现从呵护兴趣到激发乐趣、到

形成志趣的阶梯递进、节点跃升。

“1+X 课程”挖掘国家教材中的学科

与活动育人要素，在课堂主渠道优质

落实、落地生根；主题课程群，探索一

种面向未来的激发儿童内在潜质、自

觉超越的课程形态。

公益助人，战“疫”中为全国小学

生直播。从2020年2月17日起，窦桂

梅的生活调整成直播状态。每天12节

直播课，意味着她要听12节，参与研究

12节。她带领团队多次研讨，精准地

将直播课定位为学习导引课，并在电

视台专门录制了《同上一堂课》观课导

引，让每个学生知道如何以直播课为

载体促进由自己学习走向自主学习。

她发挥学校一体化办学的协同机制，

立足线上线下，形成了25个一体化协

同备课团队，共同研究；由特级教师带

领团队指导课堂，资深教师带领年轻

教师，团队集体把关、陪伴鼓励；组成

外部“第三方专家”咨询顾问组，进行

课前诊断和课后点评，整体形成校长

领衔、专家引领、特级同行、伙伴互助、

自我反思的扎实教研链条。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面对直

播课教师，窦桂梅是特级教师，指

导、引领、示范；面对疫情防控，她是

一把手校长，将全体师生的安全健

康事无巨细放心间；面对学生，她又

成了副班主任、带教导师，进入 6 个

年级的 6 个班级，听从班主任的指

挥，参加“在线班会”、辅导学习小

组、批改作业……清华附小顺利完

成了直播任务，校园也平稳安全。

现在，学校通过互联网为全校学生

乃至全国在校生线上学习提供的

《“1+X”自主学习资源清单》，一站

式解决了学生居家学习的问题，窦

桂梅又开启了思索未来“后疫”时代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新思路。

窦桂梅 |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教师

“儿童的成长是我的最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