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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必先强师。教师是教育发展

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时强

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江苏科技大

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牢记立德树人初心，全面贯彻

落实“以师生为中心”理念，努力建设

高水平师资队伍，为人民、为师生交上

一份满意的教育答卷。

强校必先强师。江苏科技大学积

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坚持发展以船

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为主要服务面向

的行业特色，锁定“国内一流造船大学”

建设目标，大力推进“引优才、育好才”的

师资队伍发展双促进措施，深入推进人

才强校战略，先后实施“高质量人才队伍

建设”“深蓝人才工程”“533人才工程”

等。以高层次人才引领为重点，中青年

教师队伍建设为突破口，积极创新人才

与师资队伍建设机制，重点培养一批专

业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及相应的教学

和科研团队，为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提

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完善机制，创新师德建设方法与途

径。江苏科技大学秉持高标引导与底

线要求相结合的工作思路，不断弘扬新

时代师德风尚，加强师德养成培育与思

想价值引领。学校在全国高校率先出

台首个师德公约及实施细则，一是把师

德建设作为教育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

内容。实施细则规定每逢期末对每位

教师的师德表现情况和师德公约践行

情况进行全面考核。二是建立科学、可

操作的师德评估指标体系。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考核采取自评、他评（教师互

评、学生评价、家长评价、督导组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确保考核的真实性。三

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政策导向机制。建

立教师师德档案，把师德作为一项重要

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优秀教师的标

准。将教师师德评价结果真正与教师

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评奖评优挂

钩。实行师德标准“一票否决”制度。

高端引领，创新师资引培实践与路

径。自 2016 年实施“533 人才工程”以

来，学校每年修订《江苏科技大学人才

引进政策和优惠待遇实施方案》，确定

引才类别、应聘条件、引才待遇。同时

全面开展人才招聘宣传工作，积极开展

人才签约洽谈工作，大力引进国内外高

水平年轻博士（后），做好高学历人才的

储备工作。一是加强和推进中青年教

师海外进修培训，推动师资队伍国际化

进程。二是实施青年教师投身课堂助

教、企业实训、出国进修的“三个一”工

程。加强青年教师对先进工程应用技

术的了解，促进产学研合作，鼓励和推

动中青年教师以挂职锻炼、工程实训、

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深入企业，在打造

师资队伍的同时，大力提升学校主动服

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三是

实行“深蓝人才计划”，依托“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省“特聘教授”、省“333 工

程”、省“双创计划”、省“青蓝工程”等国

家及省部级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实施高

层次人才的校内培养。截至目前，学校

已遴选资助了两批共计55位优秀青年

人才，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问题导向，创新分类评价制度与保

障。学校不断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在激

发教师队伍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

地方经济活力的同时，拓宽各类人员晋

升通道。一方面打通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人才评价绿色通道，另一方面鼓励基

础学科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在平凡的岗

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目前已涌现出一

大批年轻教授、副教授，极大改善了师

资队伍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为学校

学科和专业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立足新时代、实现新跨越，我们将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重要回信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跟踪国家和

行业战略需求，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为行业、区域培养所需人才，不断

优化具有江苏科大特色的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朝着“国内一流造船大

学”目标奋力前行，为建设教育强国、

海洋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重要回信精神

牢记立德树人初心，努力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江苏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周南平

中宣部授予吴蓉瑾、王红旭“时代楷模”称号

从教27年，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

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有许多雅称：“创

新校长”“秒回校长”“云朵妈妈”“种子

校长”……每一个称呼背后都是同行、

家长和学生对她的认可。

打开吴蓉瑾的朋友圈，每天都有

很多内容，有提醒、祝福，也有好文分

享及个人工作轨迹。以 2021 年 9 月

13 日为例：早上 5 点 18 分，吴蓉瑾提

醒学生、家长、老师雨天注意安全；6

点 21 分，吴蓉瑾到达学校，微信配图

为学校教学楼，配文“爱的学校”；8点

41 分，外出参加兄弟学校活动；中午

11点42分，拍摄新入学一年级孩子自

己整理书包；12 点 18 分，上海发布台

风橙色预警，吴蓉瑾将消息发到朋友

圈，再次提醒家长、学生路上小心；下

午1点06分，参加学校行政会议……

此外，中午拍学生吃饭、午休的样

子，在每位教师生日当天凌晨送出生日祝

福……吴蓉瑾都会一一发朋友圈——不

是证明自己多忙多累，而是“因为爱，

爱孩子，爱这份事业”。小学校，方寸

间，她编出一条斑斓的纽带牵着家庭

和学校，呵护每个孩子慢慢长大。

初到卢湾一中心小学工作时，吴

蓉瑾是一位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只要

时间允许，她就带着学生到中共一大

纪念馆参观。她还记得，纪念馆工作

人员给学生做辅导，孩子们提出了不

少问题，工作人员虽然努力答疑，可

孩子们依旧似懂非懂。走出教室，吴

蓉瑾向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大胆的建

议：“能不能在你们的指导下，让孩子

自己写讲解稿？”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吴蓉瑾带

着学生一起调研，决定做儿童版讲解

稿。为了确保讲解内容的准确、完整，

吴蓉瑾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成人讲解

员、学生一起讨论、磨稿，最终形成的

讲解词通俗易懂，解说的内容变成了

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小故事。

2006年暑假，由学生讲解员组建

的“红喇叭”社团正式成立，学生讲解

员平均年龄 10.2 岁。经过一次次培

训、演练、考核，场馆里学生讲解员常

常被观众围观，甚至在一场讲解结束

后被要求“再来一段”。初战得胜，吴

蓉瑾和孩子们的干劲更足了，陆续开

发了“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系列讲

解手册，包括“儿童版讲解稿”“英语儿

童版讲解稿”“沪语讲解稿”“快板讲解

稿”等。

16年来，陪伴着小小讲解员的吴

蓉瑾，几乎没有节假日，每一次看孩子

展示，她的心都会为此激荡。她见证

了这个社团创下的许多个“第一”：第

一次由小学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合作

签约；创建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建

的讲解员社团；完成第一本属于小学

段的儿童版讲解稿；开发了第一套线

上线下导览平台……

如今，已是大四学生的小琳说：

“小学时很多情景可能已经遗忘，但在

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讲解词我现在依旧

可以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学校“红喇叭”社团从刚开始的

15 个孩子到今天的近 1000 名小小讲

解员，讲解场次已达近千场，服务对象

达几万人次。

吴蓉瑾帮孩子在心中种下了一颗

颗红色的种子，她还关注着每一颗种

子的“情感健康”。

2004年，从学校的一份自查报告中

吴蓉瑾发现，学生对情绪的容受性差，

情感体验不够，情感表达能力弱，为此

她在学校开设了情感教育课，每周一

节15分钟。有了烦恼，大家一起出主

意；受了委屈，大家共同来安慰。情感

教育课的坦诚相告、真情流露，畅通了

生生、师生，甚至孩子与家长的情感。

为了让情感教育惠及更多学生，吴

蓉瑾自己上了100多节情感教育示范

课，还与教师一起设计情感教育课程，

前后影响了学生10万人次，团队开发的

情感教育课程也成为区域共享课程，成

为了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办学特色。

作为第一个倡导情感教育的教

师，吴蓉瑾的情感教育实践已经持续

了17年。17年，她专注于学生的情感

需求，帮助学生培养积极的情感来面

对学习和生活。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视

自己如己出的老师，因此在我成为老

师后，也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

子”。吴蓉瑾说。 （下转2版）

吴蓉瑾：教有真情，育无止境
□ 本报记者 黄 浩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之际，中央

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人民教师吴蓉瑾、王红旭的先

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吴蓉瑾，女，汉族，1974 年 8 月生，

中共党员，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

小学校长、教师。她传承红色基因、培

育红色传人，依托中共一大纪念馆，十

余年来累计培养了近千名小学生党史

讲解员，在学生心中播撒理想信念的

种子，坚定了他们从小听党话跟党走

的决心。她扎根基础教育、潜心教书

育人，矢志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不断创

新德育方法手段，真情守护学生身心

健康，有力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她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均衡

发展，与郊区小学合作共建，为偏远地

区培训教师，以实际行动推进优质教

育资源均等化，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上作出了突出成绩，荣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书育人

楷模等。

王红旭，男，汉族，1986 年 12 月

生，重庆万州人，生前系重庆市大渡

口区育才小学教师。他传承家风、担

当使命，赓续一家三代从事教师职业

优良传统，积极投身教书育人的光荣

事业，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强健体

魄，体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崇高

追求和使命担当。他以德立身、潜心

施教，在基层小学默默耕耘、无私奉

献，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关爱学生学

习生活。他胸怀大爱、见义勇为，2021

年6月1日，在重庆大渡口长江边勇救

两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献出了宝贵

生命，用短暂一生诠释了为人师表、

行为世范的深刻意义。逝世后，他被

追认为中共党员，追授“全国优秀教

师”等称号。

吴蓉瑾、王红旭同志的先进事迹

广泛宣传报道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

者以及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通过多种

方式，表达对两位老师的由衷敬意。

大家认为，吴蓉瑾老师为学子播种红

色初心、“以情育情”守护学生身心健

康、创新智慧校园因材施教；王红旭老

师出生于教师家庭，平时信念坚定、为

人师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舍己救

人，他们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筑梦育人

使命，是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榜样，是新

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是学生锤

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

之大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命，以“时代楷模”为榜样，用伟大建党

精神滋养党性修养，为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努力拼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中奋力担当使命、争取更

大光荣。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吴蓉瑾、王

红旭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

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

宣传部负责同志分别为吴蓉瑾同志和

王红旭亲属代表颁发了“时代楷模”奖

章和证书。教育部、全国妇联和上海

市委、重庆市委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代表、大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

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9月 10日，第 37个教师节。作为

教师节的特别活动之一，重庆市大渡

口区育才小学双山校区里，因勇救落

水儿童牺牲的王红旭老师的故事，再

次在大渡口区教师群体心中回响。

“一个普通老师，为什么能在生死

关头如此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这是

怎样的一位老师呢？”育才小学教师胡

伶俐娓娓道来，将王红旭生前的点点

滴滴和救人壮举，轻声讲给现场师生

听。动情之处，不少教师也偷偷抹起

了眼泪。

许多人的思绪被拉到了今年6月

1日。

那天是儿童节，大渡口万发码头

附近，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欢度

节日，王红旭带着 3 岁的儿子也在其

中。就在天色将晚，王红旭一家准备

离开的时候，一声“救命，有孩子落水

啦”的声音刺破天空。

王红旭看见两个孩子被波浪卷入

江中，他来不及犹豫，丢下自己3岁的

儿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扑入江中。

在成功救起一名落水女孩后，王红旭

又毫不犹豫地游向更远处，用尽全身

力气救下身处旋涡之中的男孩。两个

孩子得救了，可王红旭却因体力不支，

淹没在滔滔江水中，只留下妻子在岸

边痛彻心扉，儿子哭喊着“爸爸你快回

来”……

英雄壮举，感动山城。

“直至现在，我都无法相信您已离

我们而去。直至现在，也无法忘记您

那笑眯眯的样子。”教师胡敏回忆起王

红旭的模样，喃喃自语。

“师傅，相信您在奔跑入江的那一

刻，心里念着的是两个孩子的生命，您

用最纯真之心托起了两个生命，让他

们重新拥抱美好。您是真正的英雄，

您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师魂。”王红旭

的“徒弟”、育才幼儿园教师陈静说。

王红旭牺牲后，无数深受触动的

群众不约而同前往殡仪馆深情悼念，

久久不愿离去；众多市民涌上街头含

泪送别，沿途汽车停驶让行，鸣笛志

哀；素不相识的人们来到长江边上，献

上花束告慰逝者……

人们在问：王红旭为什么那么果

断、那么义无反顾地跳下水救人？或

许正如他的好友许林盛说的那样：“作

为教师，没办法在听到孩子呼救、看到

孩子挣扎时无动于衷。”

“这就是教师的使命感吧！作为

一名教师，我很能理解他当时那份救

人的‘冲动’和执着。”重庆市钢城实验

学校教师李美燕这样诠释。

的确，身为教师，王红旭一直都有

一颗热情、真诚和善良的心。

王红旭从不放弃一个孩子，真正

做到了“爱生如子”。他是体育教师，

也是孩子们的田径队教练，每次训练

前，王红旭总是提前为孩子们准备好

开水；训练结束后，他又为孩子们擦

汗，反复叮嘱孩子们穿好外套；当孩子

们达成训练目标，他会自掏腰包购买

小礼品进行奖励。

“他如父亲般关注学生的每一天

变化，帮助学生的每一步成长，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王爸爸’。”老师们

这样说。

学生小何，因为体质差被父母送

来练田径。没想到王红旭看到他后反

而眼前一亮，坚信小何是个好苗子。

经王红旭为他量身定制的一系列科学

训练之后，小何的身体果然强健不少，

体育成绩也大幅度提高，2017年参加

区运动会获得田径男子400米冠军。

类似的故事不在少数。“他用真心

改写了一个个孩子成长的轨迹，托举

孩子到新的天地。”胡伶俐说。

在领导、同事的心中，王红旭还是

单位有名的“三不”先生：不急、不争、

不气。不管谁有困难，他都会主动去

帮忙。2015 年起王红旭兼任学校人

事干部，大小琐事都要经他之手，常常

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从无怨言。为给

80 岁高龄的退休教师王晓熙更改社

保信息，他一遍遍跑社保局；为帮助因

摔伤行动不便的同事彭代琼办理工伤

报销，他一次次上门服务；为照顾因新

冠肺炎疫情滞留重庆的新同事梁鑫，

他贴心地送去生活物资……

“在回不去的日子里，我们聊工

作、聊生活、聊家里的父母，我们聊得

很开心，让我这个独在异乡的外地人

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梁鑫回忆往

事，不禁伤感不已。 （下转2版）

王红旭：让生命化作那道光芒
□ 本报记者 刘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