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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迈向现代化的开放强市，需要
怎样的教育来振兴？一片被寄予厚望
的产业沃土，召唤怎样的人才来担当？
一块享誉三湘四水的“金字招牌”——
常德教育，该如何进一步擦亮？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近年来，
常德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
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
未来”的理念，把教育作为头号民生工
程。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强调：“要坚
持优先发展不动摇，坚持质量为本不动
摇，坚持尊师重教不动摇，对于教育的
投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必须优先考
虑、全力以赴。”

又到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颁奖之
际。2014年1月上旬,常德市委、市政府
决定设立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每两
年评选一次，每人（团队）给予10万元奖

励。历次颁奖，颁奖对象无论是“教授
级”学科带头人还是名校校长，无论是山
村小学“明星级”教师还是创新意识强、
成绩卓越的教育团队，均体现了重奖向
基层倾斜、向“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
教学的专家”倾斜的鲜明导向。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翦伯赞教育
突出贡献奖的设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
教师的热情。从“湖南屋脊”深处的山
村小学到洞庭西畔书声琅琅的菁菁校
园，从苦练本领的职教精英到长期扎根
基层的广大普通教师，教育的灵魂因爱
的传递愈发闪耀，人民教师的光彩在与
中国梦的同频共振中竞相绽放。沅澧
大地上，广大教师以爱国奋斗、立德树
人的精神风貌，以无私奉献、燃灯照路
的优良品德，教育人，鼓舞人，“有理想
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好教师和教育团队不断涌
现。刚刚荣获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
模的卓德刚，扎根乡村讲坛40年，披星

戴月走村串户劝学，内引外联自力更生
筹资建校，石门县罗坪乡栗子坪教学点
学生由12名增加至95名，创造了深山
教学点学生回流的奇迹；29个寒来暑往
在特教之路前行，用老师加保姆的双重
身份呵护“折翼天使”，安乡县特殊教育
学校的“老师妈妈”刘凤霞，没有惊天动
地的壮举，只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桃源
县第一中学情感教育创新团队始终致
力于服务育人，用智慧和担当在一饭一
食中塑造学生的习惯、人格与情怀，在
一瓢一饮里诠释“后勤即感情,食堂即
课堂”的真谛，他们为学生提供的安全
健康的饮食服务，走进了央视，红遍了
网络，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专题推介，
省教育厅发文全省推广……他们自觉
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以自己
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如璀璨星
辰，榜样的光辉照耀沅澧大地。

近年来，常德着力打造“重教名市”
教育政策支撑体系更加“全方位、全领

域”，教师地位待遇更加“受尊重、受关
注”。市本级每年安排教育费附加支出
7亿元以上，2019年全市教育总投入突
破百亿大关，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全面建
立，生均拨款、学生资助实现所有学段
全覆盖。市直学校小学、初中人均经费
比国家标准分别高出 600 元、700 元。
从 2020 年开始，常德市财政还拿出
1200万元对全市贫困地区和偏远乡村
学校教师发放特殊岗位津贴，在全面小
康发起最后冲刺之时，全力阻断教育资
源匮乏的代际传递。

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聚焦
宣传的“常德给农村教师安个家”，诠释
了常德市强化公平导向，打造“兴教大
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
广大教师的认同感的“安心”举措！修枝
固本，为的是繁茂兴旺。从 2019 年开
始，常德正式启动农村学校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5.3亿元，

建成教师周转房1500多套，建成塑胶运
动场65个，改扩建学生食堂48个，其做
法被中央主题教育办面向全国推介。

入秋时节，沅澧大地艳阳高照，暖意
融融。9月2日，在武陵区北正街恒大华
府小学的田径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开
学典礼把“有心恒成、有恒志成”的“恒”
文化元素和“德为魂魄、智为气韵、体为
基石”教育主线贯穿全程。刚刚荣获
2020年度“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
色单位”称号的武陵区第一小学，也迎来
了投入使用以来的第二个开学典礼。

2018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可开设 45 个班、容纳学生
2025 人的武陵区第一小学投入使用，
正是该市2018年启动产业立市教育三
年行动的新里程碑。目前，常德产业立
市教育三年行动已投入资金 35 亿，新
建学校 13 所，新增学位 4.5 万个，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 1912 个，在全省率先
实现大班额“清零”。

此外，常德大力扩充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全面保障特殊群体入学权利。
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校义务送教事迹，
受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两次批示肯定；
为缓解中小学生“3点半”放学难题，常德
在176所学校全面启动了校内课后服务
试点，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高度好评。

晨曦细雨育桃李，金秋硕果慰园
丁。尊师重教成风尚，立心铸魂育英
才。常德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汇
诰自豪地介绍说，近年来，常德教育部门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全市各类教育优质发展，齐头并进，所有
区县市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区、市）评估验收，高考成绩、空
军招飞、职业教育“四大赛”始终位居全
省前列，常德教育已成为一张享誉三湘
四水的“金字名片”。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赢得教育
才能赢得未来！在常德，此时此刻，广大
教育工作者对标对表“翦伯赞教育突出
贡献奖”获得者这一个个时空中的精神
坐标，以提升质量为核心，进一步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创新教育理念
和教学方式，进一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
培养，进一步强调产教融合、学以致用，
正在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
力、智力支撑，“学有所教、人人出彩”的
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贵师重傅筑强基 立心铸魂育英才
——写在常德市第四届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颁奖之际

常德市第四届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奖获奖人员（团队）事迹简介

卓德刚
石门县罗坪乡栗子坪教学点负责人，

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获“湖南省
最可爱的乡村教师”等荣誉15次。他扎
根乡村教育40年，内引外联自力更生筹
资近300万，确保了栗子坪教学点没有1
名孩子因贫失学，并将其建设成湘西北一
流的教学点。

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筹）智能制造团队
坚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职教之路，拥有2个

省级精品专业与示范性特色专业、5门省级精品课程。
拥有全国教学比赛一等奖获得者1人，全国优秀指导教
师、省级黄炎培优秀教师等名优教师6人。主持省市级
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近40篇，专利发明近10项，培养
制造新军2000多名。

常德市第四中学德育创新团队
成立于2012年，目前共有22名成员，立足于德育

理念科学、德育方法改革、德育活动创新，努力践行“学
习有进步，品行无差生”育人目标，在倡导廉洁文化、践
行核心价值、评选美德少年、建设家长学校、优化团队
共建等德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学生和家长的
一致好评。

桃源县第一中学情感教育创新团队
致力于服务育人，于一饭一食、一瓢一饮中塑造学

生的习惯、人格与情怀，其故事通过媒体传播，全网点击
量突破4亿人次。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和餐饮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工作推进会上的经验推广，教育部校
园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典型发言，诠释了“后
勤即感情,食堂是课堂”的真谛。

石门县第一中学课程建设创新团队
以“质量立校”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课大于天、质

量第一”的理念，紧紧围绕“规范管理，服务教学”这一中
心，实行精细化管理，狠抓教学常规，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努力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多次以工作坊、工作室为载体，
线下教研活动为形式，加强和外校交流，并向外辐射成功
经验。

刘凤霞
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29 年

投身特殊教育，用老师加保姆的双重身
份呵护“折翼天使”，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只有持之以恒的坚守。她用千百遍
的简单重复，倾尽全部的爱来雕塑这些

“残缺的美丽”。

汤真平
澧县二中校长，中小学高级教师，从

教30余年，扎根农村16载，主持、主研国
家、省级规划课题6项，出版专著5部，发
表论文30 余篇。获“湖南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等称号，其先进事迹被央视等媒体
报道。

谢德厚
临澧县丁玲学校教师，一个湘西土

家族汉子，恪守对教育的郑重承诺，坚守
教育一线26年。从偏远山乡到县城，从
普通老师到学校骨干，他初心不改，一直
从事班主任工作，是享誉临澧的“金牌”
班主任。

蒋智萍
鼎城区善卷中学教师，从教28年来，

始终用微笑面对学生，致力于教育教学
研究，开创的“五步”英语教学法被大力
推广，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
篇，屡次获得“优秀教师”“教研先进个
人”等荣誉。

刘红霞
安乡县三星咀中学教师，20余年来，

她是乡村孩子的良师益友，她总会出现在
最急需的学科教师岗位上，缺哪科、学哪
科，教一科、强一科，练成多面手,获得

“湖南省乡村优秀教师”等荣誉。

庹国安
津市市一中物理教师，32 年不间断

担任班主任，从事高三班主任及教学工作
16届，辅导上百名学生获得多项奖励，积
极参加省级教研课题研究，发表论文 20
多篇，多次获得省市奖励。

张 敏
汉寿县毛家滩中学教师，乡村从教

25年，是公认的教学能手和心理咨询师，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历任多届省、
市、县人大代表，致力于为乡镇教师发
声，在第十三届省人大会上提出的关爱
乡村教师的建议受到广泛关注。

于建安
安乡县出口洲中学教师，扎根乡村教

育 25 年，担任班主任 16 年，省首届初中
“青年精英教师”、省首届“研究型名师”培
养对象，30多篇论文发表或获奖，其名师
工作室辐射引领全县农村学校。

马乾凤
鼎城区尧天坪中学教师，30 年始

终奋战在乡村教育一线，长期担任班主
任，用心关爱每一位学生，积极帮助青年
教师成长，将一所山区学校的薄弱学科
带到了全区前列，所带班级中考成绩屡
创新高。

何春贞
湖南幼专附小教师，湖南首位小学

正高级教师，多个省级专业委员会负责
人、委员和多个国培项目首席专家，教育
硕士研究生导师，被誉为获奖“专业户”，
主编出版2１本教材教辅，100余篇论文
获奖、发表。

熊光菊
澧县码头铺镇中学教师，坚守高寒山

区，执教36年。她教学能力出众，教研能

力突出，时常备课和批改作业到深夜，用

爱心架设起师生之间的桥梁，从不放弃任

何一个学生，将顽石炼成真金。

董铁舫
鼎城区蔡家岗中学教师，扎根乡村

37 年，从一名村小代课教师成长为市级
骨干教师，连续20多年担任九年级班主
任，对学生严管厚爱，教学成绩突出，发表
论文 10 余篇，是常德市首届“乡村红烛
奖”获得者。

陈 飚
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中学正高级语

文教师，省芙蓉教学名师评审专家，在乡
村任教37年，58岁的他仍是“骨干”。教
学风格独特，多次主持省市教研课题，出
版教学专著《初中文言文300问》，发表论
文20余篇。

杜媛梅
武陵区工农小学专职音乐教师，省

特级教师，常德市小学音乐名师杜媛梅
工作室首席名师。倡导“乐”文化，力推

“德”教育，有机融合了音乐教学与传统
美德。主编、参编著作6部，编排的50多
个节目斩获多项大奖。

连双刚
汉寿县一中思政教师，从教23年，讲

课生动幽默，被誉为教学“段子手”。他完
善“五步”“四定”“五备”“六统一”集体备
课法，创新“合作—探究”思政教学模式，
主编思政辅导教材 4 部，发表论文 20 多
篇。

朱福文
临澧县一中正高级数学教师、省特

级教师、国培专家、省市两级督学专家、
常德市数学学科带头人及市数学名师工
作室首席名师，从教25年，主持主研国家
省市课题 6 项，主（参）编著作 7 部，发表
论文100余篇。

陈淑平
桃源县一中副校长，分管教学教研工

作，从教 32 年，是省特级教师、省高中英
语新课改“实验带头人”、省首批中学正高
级教师、省正高级教师评审委员会委员，
教学、教研、管理等能力突出，教育情怀深
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