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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第一届“最美校园”“最美教师”“美德少年”获奖名单

张嘉一，女，14 岁，平
安区二中七年级（1）班学
生。幼童时她心存善念，
少年时她依然心存善念，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
关心他人、乐于助人、热爱
生活，她是在善良中滋养
的一只静默开放的花朵，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只在

善良浸泡和滋养下的花朵，一定会绽开的极具
生命力，一定会绽开的无比灿烂，朴素可人，芳
香迷人！

平安区第二中，始建于 1983年 8月，初名平安
县民族中学，1998年 7月原青海省地质一中合并到
平安县民族中学，并于 1999 年 8 月改制为初级中
学，改名为平安县第二中学，2015年 4月更名为海
东市平安区第二中学。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200余
人，教职工 150人,有 40个教学班,是海东市规模较
大的初级中学之一。

最美校园（8所） 最美教师（10名）

姜清，平安区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现任高一培苗班
班主任，担任两个班的数学
教学工作。在多年的教学生
涯中，她始终以一名优秀教
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在多年的教育教学
中，多次得到各级政府机构
的表彰奖励。2016年9月起
担任高一数学备课组组长。

美德少年（10名）

赵元胜，男，
43岁，乐都区寿
乐镇新堡子中心
学校教师。连续
多年被评为局级
优秀教师。平日
里，正确地引导
学生积极进取，
为使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提到一个高度，课余组织学生
开展丰富的业余生活，促进同学间的
友好合作。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生
观、价值理念，还组织学生开展以“放
飞梦想”为主题的队会，让同学们把自
己的梦想写成一段有意义的话，放到
气球里，飞上蓝天，从而促使同学们为
理想努力，奋发向上。

最美教师提名奖（2名）

贾海霞，女，
15 岁，平安区沙
沟回族乡中心学
校八年级（1）班学
生。她兴趣爱好
广泛，从不把成绩
当学习的唯一目
的，用良好的思想
品质，优异的学习

成绩，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为周围学生
起到了榜样作用，多次被评为“三好学
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

美德少年提名奖（2名）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红旗学校，始建于
40年代，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老校。学校
现有教学班14个，在校学生600余人。自2016年9月
来，完成了校园硬化，塑胶跑道、足球场、篮球场建设，投
资近12万元，完成校园文化建设和绿化工作。学校确
立了三年之内把该校建设成“校园文化建设一流、教学
成绩一流、学校管理一流”的循化县名校的发展目标。

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中学，始建于2011年
8月。2016年分别被评为海东市2016年度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示范学校”；海东市共青团示范校；化隆县
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荣誉称号。学校占地面积 206
亩，总建筑面积为 50922平方米。学校拥有最年轻
的教师队伍，教学班25个，学生1247名，专任教师79
人，教师学历达标率为100%。

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城北幼儿园，成立于
2014年 8月，2015年 3月开园。2015年被海东市教
育局评为市级一类幼儿园，2016年被海东市教育
局评为市级示范性幼儿园，2017年元月被评为“互
助县食品安全管理先进集体”和“互助县教育系统
管理先进单位”。该园坚持精益求精，严细实恒，
在教育教学、幼儿园管理等方面勇于探索和创新。

互助土族自治县第三中学，现有学生 2554名，
教学班 48个，教师 191名。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
县各级各类奖项。学校办学条件优越，现代化教育
教学设备设施齐全，该校用浓烈的文化气息感染学
生，熏陶学生，达到以文化人的至高境界；以“生本
教育”理念为指导，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学习
全国名校高效课堂的模式。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三中学，位于民和县川
垣新区东垣南路23号，是现今海东市规模最大的初
级中学。学校坚持“德育为首、质量强校、全面育
人、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以“厚德博学、团结进取”为校训，把学生的养成
教育贯彻学校工作的始终。大力创造浓厚的文化
氛围，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化学校内涵。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始建于 1938
年。2014年被海东市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评为“文
明单位”；2015年被青海省教育工委、教育厅评为

“全省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读书活动示范学
校”。建校以来，历代一中人秉承“爱国奉献，求实
奋进”的校训，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各类高校培
养输送了19000多名优秀学子。

乐都区芦花乡中心学校，始建于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现学校占地面积 9278 平方米，在校学生
259人（含幼儿）。先后获得县（区）“五四红旗团支
部”“早教工作管理先进单位”“创建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区先进单位”等称号。经过多年来的探索与
实践，校园环境不断美化，学校文化品位不断提
升，办学特色日渐显现。

李慧英，女，48岁，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垣学校教
师。在 25 年的一线教学工
作中，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
情和十足的干劲刻苦钻研，
形成了“讲的生动、练的主
动、师生互动”的教学风格。
2010年获得了民和县政府颁
发的“师德标兵”的称号，
2013年获得了海东市的“优
秀教师”称号。

赵春香，女，51岁，化隆
回族自治县巴燕中心学校上
拉干教学点班主任。多次获
得乡镇优秀教师及校级教学
质量一等奖。从教 32 年以
来，一直扎根在偏远山区任
教，把学生放在首位，一直坚
守着个人品质上的诚实正
直、善良无私、见义勇为，为
了教育百花园的万紫千红、
蓬勃生机而倾尽全力。

朋毛卓玛，女，化隆回族
自治县群科镇中心学校教
师。在 20 多年的教学工作
中，锐意进取，不断超越，热
爱学生、为人师表，以身作
则，做学生的表率，相信学
生，尊重学生，做好学生的思
想教育和心理教育。她始终
坚守着一腔热诚一腔爱，眷
恋教育这片净土，更眷恋可
爱的孩子。

昂青，男，43岁，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尕楞学区教师。
2016年荣获海东“乡村教师工
作15年”称号。十几年来，赢
得了学校领导和家长、学生的
普遍赞赏，多次受到上级部门
的表彰。他不断刻苦钻研业
务，认真研究教材教法，研究
课程标准，注重多方位培养学
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对工作
讲求实效，对学生因材施教。

韩文俊,男，35岁，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白庄中学教务主
任。2015年 9月执教的课例
获得青海省中小学教育教学
信息化大赛一等奖。11年来，
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市级和县级奖项。2006年 7
月至今一直在该校任教。目
前，在干教务工作的同时，担
任九年级两个班物理和九年
级一个班英语教学。

杨国宏，男，55岁，乐都
区蒲台乡赵家庄中心学校
教师。从教 34年来，一直扎
根山区教育事业，全心全意
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把整
个精力投入到学生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之中，认真
总结先进的教学经验，上好
每一节课，得到当地群众的
一致好评，用 34年的时光守
望着他心中的那一束阳光。

万有成，男，48岁，互助土
族自治县巴扎乡中心校柏木
峡小学教师。2010年评为西
部农村小学复式教学课堂创
新模式教师培训项目“优秀复
式教师”，2014年荣获“海东市
先进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2015年9月荣获“青海省优秀
乡村教师”称号。他通过多种
手段使学生从小就树立安全
第一、尊老爱幼思想观念。

席进珉，男 ，55 岁，互
助 土 族 自 治 县 东 山 乡 中
心 学 校 教 师 。 2016 年 获
青 海 省“ 最 美 乡 村 教 师 ”
荣 誉 称 号 。 在 校 长 岗 位
上 退 下 来 后 主 动 请 缨 担
任少先队辅导员 ，一干就
是十几年。帮助残疾人、
关爱留守儿童，是正能量
的践行者，是同事们心目
中的好榜样。

魏吉林，男，平安区石灰
窑乡中心学校教师。2011年
4月获得第四届“全国教师语
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三等奖。
35年来，他扎根山区，为了家
乡的教育事业奉献了美好的
青春，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学
校教学质量逐年上升，受到了
群众的好评和教育局领导的
肯定，他自己曾二十多次受到
了奖励和表彰。

马秀珍，女，14岁，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中心学
校七年级（1）班学生。2015年
3月获上海市文博小学“自强
少年”；2015年6月绘画《羊肉
趣谈》获三等奖。马秀珍父母
在外打工，长时间不能回家。
现在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爷爷
因一次事故，一条腿不能正常

行走。奶奶的腰曾做过手术，不能干重活。她意志
坚强，乐观向上，努力向上，以乐观的态度去迎接种种
挑战赢得师生的公认，得到家长、老师的好评。

郭富山，男，14 岁，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儿乡
中心学校七年级（1）班学
生。学习成绩优异，在日
常生活中，为人大方慷慨，
乐于帮助他人，经常为班
级购置一些日常用品，同
时在他人有困难时，都会
马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

帮助他们。有礼貌，讲道德，碰见老师，长辈总会
微笑着去问候，在家里经常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为家人分忧。

闵蕊，女，12岁，化隆回族
自治县第二小学六年级（4）班
学生。多次被评为“四好少
年”、优秀学生、“写字小能手”
等称号。心地善良，独立自强，
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她努力让
自己成为爸爸妈妈的好女儿，
奶奶的好孙女，外公外婆的开
心果，老师的好帮手，同学们的

好榜样，新时代的好少年。她尊老爱亲，勤奋好学，聪
明懂事的事迹，也为她赢得广泛的荣誉。

马玥瑛，女，12 岁，化
隆回族自治县第一小学五
年级（2）班学生。多次被
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
秀少先队员”“优秀学生干
部”，在海东市举行的《第
二届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中扮演岳飞大将军，荣获
全 市 二 等 奖 。 她 乐 于 助

人、关心集体，勤奋学习、成绩优秀，全面发展、才
华出众。

马仙美，女，14岁，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八年
级（2）班学生。她严格遵守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起到
模范带头作用。她天性善良
乐于助人，时刻展现着新时
代初中生应该具有的美德，
似一朵清新的荷花悄然怒
放。她经常主动关心班上学

习较差的同学，在同学心目中，她是一面旗帜，一
个众人瞩目的学习榜样，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美德
少年。

刘思敏，女，14 岁，乐
都区水磨营中心学校七年
级（2）班学生。2016年，获
学校优秀学生奖。2017年
获学校最佳“孝心少年”
奖。5岁时母亲去世，家中
只留下她年迈的爷爷和父
亲，父亲经常外出打工，生
活虽然给了她苦难，但她

在苦难的生活里学会了许多，她学会了坚强，学
会了勤劳，学会了节俭，学会了为家人分忧，学会
了孝敬长辈、关爱他人。

周淑瑛，女，11岁，乐都
区碾伯镇贾湾中心学校五
年级（2）班学生。2015年被
共青团海东市委、海东市教
育局、海东市少工委授予

“ 全 市 优 秀 少 先 队 员 ”称
号。她是一位活泼可爱，聪
明好学的小女孩，在老师和
父母的教育下，她勤奋学

习，乐于助人，尊重老师和长辈，以良好的思想品
质，优秀的学习成绩，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成为
同学中的佼佼者。

陈秀福，女，14 岁，互
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乡
八年级（1）班学生。作为
留守儿童的陈秀福同学，
并没有父母亲不在身边的
失意、颓废。相反，她在困
境中磨炼自己，事事要求
进步。她性格开朗，能歌
善舞，还参加了学校的葫

芦丝社团，时不时在学校的才艺展演中露一手。
她聪明伶俐，人小却懂事，尊老敬亲，学习成绩优
异，是同学们的好榜样。

朱靖安，男，14岁，互助
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初级中学
七年级（11）班学生。自2010
年至2016年续几年被评为优
秀少先队员和优秀学生，并
在数学、英语等多个单科竞
赛中获得较好的名次。由于
父亲患白血病，朱靖安一边
学习，一边照顾奶奶，并将省

吃俭用存下的零花钱给爸爸治病，给家里添点日常
用品。他主动承担值日，帮助学困生，在每次考试
中成绩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

罗生林，男，
57岁，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转导
乡后沟教学点教
师。2014年 7月
荣 获 转 导 乡 党
委、政府“先进工
作者”称号；2014
年 10 月荣获转

导乡中心学校“师德标兵”称号；2015
年9月荣获转导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优
秀党员”称号。工作中，他努力钻研、
任劳任怨、身先士卒，做好表率。

韩瑞，男，9
岁，循化撒拉族
自 治 县 清 水 乡
中 心 小 学 三 年
级（2）班 学 生 。
2017年被“六一
儿童节”被评为
清水乡“三好学
生”。爱父母、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他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刻苦
钻研，各科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非
常突出，是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毅力、守纪律、全面发展的优秀
小学生。几年来，先后获得多次奖
励，是全体学生的学习楷模。

（时报记者 周晓华 蒋忠财 王桂萍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