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举办内容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弘扬尊师风尚 营造重教氛围
9月 10日是第 35个教师节，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市举行了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弘扬新时代尊师风尚，营造尊师重
教浓厚氛围。

高新区 表彰优秀教师 点亮最美烛光
本报讯（记者 郭征 通讯员

王艳丽）9 月 10 日， 高新区举办庆
祝第 35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罗岩涛向该区全体
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对该区
教育工作的成就和规划进行了回
顾与展望。 会上，对该区 2019 年优
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中小学
优秀班主任进行表彰。

罗岩涛说，教育既是国计又是
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事业
改革发展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观点的提出，深刻阐述了“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
育、为谁办教育”等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 教育普及水平的不断提
升，进一步完善了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到
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全区学前三年
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7%、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 95%，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到 89%。 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攀
升，2018 年补进中小学教师 80 名，
同时强力实施名校长、名师、名班
主任“三名工程”，广大教师自觉加
强师德修养，教育业务能力不断提

升，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光辉形象，涌现出河
南省名师、河南省优秀教师等先进
典型。 特色亮点不断涌现，市十六
小学科技教育多次荣获世界级、国
家级大奖，市六十五小学建成全国
足球校园特色学校，多次在全市比
赛中获奖。

罗岩涛表示，成绩的取得得益
于各级有关部门对全区教育发展
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也凝聚着
教育战线全体人员的心血、智慧和
汗水。 长期以来，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牢记使命，辛勤工作，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全区教
育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全社会
的广泛赞誉和普遍尊重。 今天受到
表彰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是杰
出的代表。 这当中，有忠于职守、治
校有方的校长， 也有倾尽爱心、教
书育人的教师。 虽然岗位不同，但
在你们身上共同体现着新时期人
民教师爱岗敬业、崇尚科学的优秀
品德，体现着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的高尚志趣， 体现着兢兢业业、默
默耕耘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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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十二中 表彰好教师 师生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王雪）9 月 10

日，市二十二中举行庆祝第 35 个
教师节“讴歌岗位先锋 献礼伟大
时代” 表彰庆典暨师生风采展演
活动。

教师强则学校强， 教师兴则
学校兴。一年来，市二十二中全体
教师追求卓越、敢为人先、团结拼
搏、奋发有为，形成了昂扬向上、
务实进取的良好势头， 学校各项
工作成效显著、蒸蒸日上，整个校
园充盈满满的正能量， 涌现出了
一大批业务精湛、 师德高尚的好
老师。 活动中， 该校对当选我市

“四有好老师”的杨亚飞及学校评

选出的 2019 年“十佳师德标兵”
“十佳课改标兵 ”“十佳教坛新
秀”“十佳优秀党员”“优秀党支
部”及“四佳服务之星”进行了表
彰，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

随后，一台精彩的师生风采展
演徐徐拉开帷幕，《鱼戏莲叶间》
《礼赞教师 红心向党》《鹬蚌相
争》等节目高潮迭起，诗朗诵《不忘
初心 筑梦前行》、表演唱《我们都
是追梦人》等节目精彩纷呈，整台
展演活动充分展示了二十二中人
与时俱进、不断进步、勇往直前的
师生风采，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热烈掌声。

南都实验中学 重塑好习惯 点燃新激情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

员刘中山）9 月 9 日上午，南都实
验中学师生 8000 余人， 举行了
2019 至 2020 年度第一学期开学
典礼。

新学期孕育着新的希望，新学
期承载着新的梦想。 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全体师生肃立注目，鲜艳
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学校上空。 该
校高三师生“南都有我， 誓创辉
煌”的宣誓口号在校园久久回响，
表达着令人振奋的激情与决心。
教师代表勇凤伟说：“高考不只是
高三的事，而是高中三年的事。 无

论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的同学，都
需要弘扬诚实、努力的精神，撑一
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为将
要到来的高考付出努力。 ”

校长李卓民勉励大家：新学期
新起点， 重塑好习惯、 点燃新激
情，大家选择了勤勉与奋斗，也就
选择了希望与收获；选择了纪律与
约束，也就选择了理智与自由；选
择了痛苦与艰难，也就选择了练达
与成熟；选择了拼搏与超越，也就
选择了成功与辉煌。 今天，你们是
南都实验中学的主人，明天，你们
一定是南都实验中学的骄傲。

市六小 表彰优秀师生 营造尊师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王静）

9 月 9 日，市六小召开庆祝
教师节表彰大会， 表彰优
秀师生，营造尊师重教、思
进向善、 开拓进取的浓厚
氛围。

在表彰大会上，该校对
2018 至 2019 学年的 32 名

市、区、校级优秀教师、8 名
优秀班主任、8 位星级教师
进行了表彰，并对暑期指导
学生读书、培养学生读书兴
趣突出表现的 8 位书香导
师和 40名读书小博士进行
表彰。 六年级毕业班 12 位
家长代表向该校优秀教师、

班主任赠送锦旗、横幅以及
鲜花，对全体教师的辛苦付
出和无私奉献表示感谢。表
彰大会在学生齐唱歌曲《老
师》中落下帷幕，悠扬的歌
声、美妙的旋律给全体教师
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和衷心
的感谢。

市十六小 弘扬新时代尊师重教风尚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徐坚）9 月 9 日，市
十六小举行庆祝教师节表
彰大会， 以此对即将到来
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表
示祝福。

在石榴园诗社成员《教
育梦 师生情》深情的朗诵
中，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拉

开了帷幕。 校长杨强霖发表
致辞，肯定了过去一年学校
发展历程中呈现的点滴成
绩，希望大家教育报国守初
心，立德树人担使命，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大会上，分别对文明教
师、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进行表彰，并进行了教师宣
誓活动。 参加大会的教师们
纷纷表示，要以优秀教师为
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携手并肩、砥砺前行，为燃
烧的青春激情歌唱，为美丽
的学校共绘华章。

市二十五小 举办党史国史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孙恒锐）在第 35 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市二十五小
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举行

“壮丽七十年 阔步新时
代———党史、 国史知识竞
赛”活动，度过了一个别样
的教师节。

此次竞赛活动分为笔
试和抢答两个部分，试题内

容涵盖党史、国史、主题教
育。 在笔试环节中，老师们
奋笔疾书，认真作答。 在抢
答环节中， 场面既紧张、激
烈，又充满欢笑。 在紧张、愉
快的氛围中，该校五年级组
获得一等奖， 二年级组、体
音美组获得二等奖，其他组
获得三等奖。

校长任君表示，希望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激发教师
们爱党爱国的热情，在今后
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爱岗敬
业、奋勇拼搏，共同创造二
十五小更加灿烂辉煌的明
天。 此次活动，使该校全体
教职员工进一步理解领会
了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
动的深刻内涵，增强了的荣
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二十八小 校长送鲜花 教师走红毯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孙克宇）9 月 10 日早
晨，市二十八小校长勇梅带
领学校班子成员早早等候
在校门口，给每一位走进校
门的老师送上一束鲜花，表
达对老师们的节日问候和
祝福。

老师们手捧鲜花，踏着
红毯来到校园内的签字背
景墙前，书写着他们各自关
于青春的记忆和理想的乐

章。 签字完毕，大家纷纷在
背景墙前留影纪念，用镜头
定格这难忘的瞬间。 教室
里，家长代表们带领学生以
感谢师恩为题材， 通过绘
画、书法、艺术表演等多种
形式，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表达出来，孩子们精心制作
的贺卡、 礼物和声声祝福，
也让老师感受了与众不同
的惊喜和感动。 校园里，围
绕着教师节的主题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着，处处弥漫
着感念师恩的思绪。一位老
师说：“孩子们真诚的心最
让我感动，感谢一直在爱与
被爱，心里特别特别暖。 ”

勇梅表示，尊师重教是
永远的美德，社会各界尊师
重教的浓厚氛围鼓舞了广
大教师爱岗敬业的极大热
情，我们将不负众托，为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而继续努
力工作。 ⑤1

9 月 10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人员张世祥邀请母校南召县二郎船村小
学 20 余位教师共度教师节 本报记者 王陈 特约记者 刘庆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