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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向程风老师学习活动 的通知
各设 区市党委宣传部 、教育局 ,各 高等学校 、省属 中等职业学
校

:

上饶市鄱 阳县程风老师投身 乡村教育 ,倾 力教书育人 ,用
智慧和心血 改变 了乡村学校的面貌 ,用 行动践行坚守农村基 层
教育的承诺 ,用 忠诚 、豪情 、仁爱 、信念书写 了感人至深的先
”
”“
“
进事迹 ,先 后荣获 全国最美教师 全国模 范教师 等荣誉称
号 。为进一步 宣传程风老 师的先进事迹和崇高 品格 ,激 励广 大
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以奋发有为的昂扬状 态和求真务实 的工
作作风 ,省 委宣传部 、省委教育 工委 、省教育厅研 究决定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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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开展 向程风老师学 习的活动。
一要 学 习她 守初 心 ,不 畏挑 战的奋斗精神 。程风老师从临
危受命赴游城 乡北塘小学 ,再 到莲湖 乡四望湖小学 ,面 临的都
是 乡村薄弱学校的硬 骨头 ,但 她没有退缩 ,带 着办好 乡村教育
的情怀和初 心 ,不 畏艰难 ,挑 战 自我 ,用 执着和努力让 学校 一
点一点的改变,最 终成为家长信服 、教师佩服的最美 乡村教师。
二要 学 习她担使命 ,敢 想敢千的创新精神 。程风老师工作
有 三宝:家 访 、会演 、团队好 。每到 工所新学校 ,她 总是不 怕
麻烦 ,提 前与家长沟通 ,站 在家长的角度 去想 问题 ,努 力为乡
村孩子创设更多 、更好的舞台去展示。她 以身作则 ,发 挥模范
带头作用 ,培 养和引领更多的教师行动起来 。她的敢想敢 干

,

推动乡村学校走上 了规范化办学之路 。
三要 学 习她 勇担 当,舍 我其谁的奉 献精神 。自 ⒛11年 大学
毕业担任特 岗教师 以来 ,程 风先后辗转 三所农村学校任教 ,从
山区到湖 区,从 教学点到村完小 ,从 面对几十个学生到面对 500
多个学生 ,她 一直扎根基层 、默默奉献 ,用 行动践行着 坚守农
“
”
村基 层教育的承诺 。这种 舍我其谁 的奉献精神正是 当代青
年教师需要的精神内核 。
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开展 向程风老师学习的重
要意义 ,通 过专题报告 、学习研讨 、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掀起
学 习宣传 程风同志先进事迹的热潮 ,将 学 习活动与学习贯彻 习
近平 总书记视察 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 学 习贯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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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全 省教育 大会精神结合起来 ,与

”
“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结合起来 ,与 贯彻落实 《中共 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 民政
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结
合起来 ,用 程风老师的精神引领 激励广 大教师为教育脱贫攻坚 、
为建设教育 强省努力奋斗。
各地各校开展 向程风同志学 习的落实情况 ,请 及时报送省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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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程风老师先进事迹
程风 ,女 ,上 饶市鄱 阳县人 ,鄱 阳县莲湖乡四望湖小学校
长 。自 ⒛ 11年 成为特 岗教师 以来 ,用 行动践行坚守农村基 层教
育的承诺 ,用 忠诚 、豪情 、仁爱 、信念书写 了感人至深的先进
”“
”
“
事迹 ,获 得 全国最美教师 全 国模范教师 等荣誉称号 。从

2015年 开始 ,程 风老 师的先进事迹相 继被 《中国教师报》《江西
日报》《江西教育》《教师博览》等多家媒体 宣传报道 。
扎根 乡村 ,忠 诚党的教育事业。她 以对教育无 比挚爱的情
怀 ,默 默地耕耘在鄱 阳湖 畔这 片沃土上 ,为 农村教育事业奉献
自己的点滴力量 。⒛11年 7月 ,她 从景德镇学院毕业 ,成 为鄱
阳县游城 乡土塘小学的一名特 岗教师。 由于程风的选择 ,当 年
的大学同学 、男友谭智锋也只能放弃城市的工作 ,以 特 岗教师
的身份来到 了土塘小学教书。2015年 ,当 得知游城 乡一个偏僻
的教学点北塘小学生源流 失严 重 ,学 校的教学质量 日益下滑的
情况后 ,程 风 主动要求从 一所完小来到这个教学点,凭 借 一己
之力把 一个 生源流 失严 重的教学点,办 成 了活力 四射的乡村小
规模学校 。⒛ 18年 秋季 ,程 风调往 95%以 上在校 生是 留守儿童
的莲湖 乡四望湖小学担任校长 ,仅 仅 一年的时间,就 让 学校的
面貌大变,新 建 了舞蹈功能房 ,配 各 了计算机教 室、教师之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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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之家 、科学实验 室、美术 室 ,用

“巨 ”
变 来形容 毫不

夸张。
一腔豪情 ,改 变乡村薄弱学校 。她满腔热情 ,临 危受命

,

勇挑 重担 ,以 一腔豪情拯救 乡村教育 。刚到北塘小学 ,到 处杂
“
草丛生 ,桌 椅杂乱 ,年 久失修 ,她 暗 自较劲 ,承 诺 一定要把
”
这个学校办好 。学校没有学生,她 就挨家挨户的家访 ,给 村 民
许下庄严 的承诺 ,让 村 民知道学校的转 变;学 校没有老师,她
就动用个人关系向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介绍 自己的学校 ,希
望有意愿的师范专业毕业生可以到这 里来帮教 ;学 校没有设各

,

她就用 自己的积蓄 ,努 力 改善学校设施 ,为 学校通 了电,挖 了
井,接 上 了自来水 ,接 了网络 ,购 置 了校 园广播系统等设各

,

腾 出了厨房和教师宿舍 ;学 校没有厨师,她 就 自己掌勺 ,每 天
放学后给老 师们做饭 。硬件设施得到 了改善 ,软 件 上也不能马
虎 。她通过 自学简谱 、儿歌 、游戏 、活动 ,结 合 自己的英语专
业 ,当 起 了全能教师,用 心 筹办文艺会演 ,学 校从学前班到 三
年级,到 所有课程全部开设 。在她的努力下 ,从 没有一个学生来
学校报名 ,到 现在有 1⒛ 个孩子坐在教 室里;当 地村 民从集体
上访要求换老师,到 现在纷纷提着土特产 、蔬菜感谢学校 。仅
仅两年的时间,北 塘小学从衰落走向振兴 ,实 现 了一个农村教
学点的完美逆袭 。
“
”
用爱耕耘 ,倾 情服务每位学生。她认为 爱是最好的教育
,

从培养和建 立新型师生平等关系入 手 ,寻 找打开学生心 灵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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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 口,注 重用爱心和耐心 感染学生,主 动热情地帮助学生

,

用关爱改变农村孩子 ,让 他们个个成为唱歌小达人 、跳舞小达
人 、学 习小达人 ,受 到 了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好评 。在土塘学
校时,她 主动提 出担任 一个特殊班级的班主任并兼任语文教师

,

因为这个班级有 两个患有脑瘫的学生。她从穿衣 、上厕所 、吃
饭对这两位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四 年 里天天始终如 一 ,为 他
们解决 了上 学的难题 。 曾经教过的学生马上要高考 了,心 态调
整不好 ,家 长辗转联系到程风 ,因 为孩子就听程老师的话 。她
的学生格外亲近她 ,有 什 么心里话都愿意跟她说 ,家 长们对她
也是 赞不绝 口。她在被调任至 四望湖小学前 ,北 塘的村 民得知
后 ,结 伴 聚集到教 学点门 口,恳 求上级组织不要把她调走 。后
来得知她 要回北塘小学看看 时,村 里 的村 民几乎全体 出动 ,将
——程风回来 了。
他们团团围住 ,只 因为一件事
坚定信念 ,践 行 无私 奉献精神 。她爱岗敬 业 ,认 真负责

,

用辛勤的汗水 、无私 的奉献 、坚定的信念续写 了教育事业 的新
篇章。2017年 程风十月怀胎期间,正 是在北塘小学任教时,她
没有请过 一天假 ,还 总是在放学后 ,把 几个成绩较差 的孩子留
下来 ,帮 着补课 。孕期第 36周 时,身 上长 出很多疱疹 ,到 医院
就诊时她被 医生狠狠地批评 了一顿 ,“ 你这是疲劳过度 ,继 续上
”
班还可能会感染 宝宝的 。但学生不能没有老师,她 咬紧牙关硬
是坚持到分娩前 一天 。产前 ,她 没有耽误一节课 ;产 后 ,她 决
定放弃产假 ,把 妈妈接到 学校照顾孩子 ,课 间哺乳 。到 四望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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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上任后不久 ,程 风开始着手抓教师作风建设 。她 以身作则

,

每天早上 7点 半就赶到学校 ,推 行教师坐班制。看到校长这样
以身示范,教 师们 自觉坐班 ,认 真上课 、各课 、改作 业。她的
这份执着和奉献影响着其他教师,引 领着他们热爱农村教育事
业 ,教 好书。他的丈夫 、同事谭智锋 一 改刚开始时的无奈想法
“
变为 我认为在 乡下 当老 师也蛮好 ,穷 是穷 了一点,但 我们夫
,

妇志同道合 。再说 ,乡 亲和孩子们都很纯朴 ,留 在这 里 ,其 实
”
也蛮好的 。
程风老师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教育精准扶贫和 乡村振兴
的伟大实践中,用 自己的青春力量和担 当精神擎起 乡村教育的
旗帜 ,扬 起 乡村教育的风 帆。

江 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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