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长春市净月实验中学附属幼儿园
用自己的方式为可爱的老师们庆
祝节日！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她们把家长请到幼儿园，就“心
手相牵，做最好的教育”和家长朋
友们进行了有意义的分享和交流。

爱心、细心，是幼儿园给每个
孩子成长的承诺！鲜花、锦旗，是家
长对幼儿园无限的信任与认可！

“每年的教师节幼儿园都会通过不
同方式来度过，让老师们感受职业
荣誉感，让孩子们也分享节日的快
乐。 ”袁晶园长说，今年的教师节，
特意把家长请进了学校，对幼儿的
学习生活状况有所了解，体验老师
的工作，并提出宝贵意见，相信通
过家园联动的方式，让宝贝们有一
个健康、愉悦的童年时光，这也是
教师节所有老师们的心愿。

/记者李娜报道摄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为丰富
广大教师课余生活，近日，龙井
市东山实验小学开展了历时两
周的“庆祝教师节”校内教师排
球比赛活动， 100余名教师参加
了此次活动。

在精彩的比拼中，教师们各
施绝技，每一次精彩的传球与得
分都引来欢呼阵阵，经过两周的
激烈角逐，工会三组以大比分取
得了最后的胜利，荣获冠军。

比赛进一步增强了教师之
间的相互交流和集体的凝聚力，
更为学校创造和谐高效的工作
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

/盖莹 记者 盖卓威 报道

龙井市东山实验小学
举办排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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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
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
出一首赞歌……”“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
你自豪……”昨日中午，借助教
师节之际，长春中医药大学“杏
林青马工程”师生在该校校园内
用“快闪”的方式深情放歌，向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此次活动以“青春告白祖
国”为主题，用流行的“快闪”形

式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和奋斗
动力。

午后， 动人的旋律响彻长
春中医药大学校园，诉说着每一
位长中医人，对祖国的无限热忱
与依恋。《我和我的祖国》《我爱
你中国》两首经典歌曲，由长中
医老中青三代教师代表领唱，
140名“杏林青马工程”班学员
合唱， 学校千余名师生参与互
动。大家一边深情地歌唱一边挥

舞着手中的国旗，把心中对祖国
的热爱与祝福都融入歌声里。

“快闪”现场犹如一片激情
澎湃的红色海洋， 仪仗队出旗、
轮滑社表演，人群中每一张笑脸
都洋溢着青春的闪光。伴随高昂
的歌声，“青马”学子们挥动着
手中的国旗， 不时变换队形，“I�
LOVE�YOU�,CHINA”“中国，
70”，每一字每一句都代表了长
中医学子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

此次“快闪”拉开了全校开
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活
动序幕。 据悉，该校还将相继举
行“我和我的祖国”歌曲拉力赛，
开展“同升国旗， 同唱国歌”活
动、开展党史、国史专题教育、先
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开展“礼
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系列师
生文体活动。

/通讯员李卓林刘志云记
者韩玉红报道

9月10日，长春净月高新
区在吉林省孤儿学校召开

“做时代的奔跑者，做教育的
追梦人” 庆祝第35个教师节
表彰大会暨教师先进事迹报
告会。 此次活动是净月高新
区教育系统“九月赞歌”教师
文化节的重要内容。

据介绍，净月高新区共有
3名获得“全国优秀教师”；2
名获得“吉林省优秀教师”；6
名获得长春市“优秀教师”；3
名获得“长春市教育系统先

进工作者”；1所获得“吉林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1所获
得“长春市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64名获得“净月高新区
优秀教师”；10名获得“净月
高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 会
上， 宣读获奖名单及表彰决
定， 并为受到表彰的优秀教
师代表和先进工作者颁发证
书。

活动现场，净月高新区5
名教师讲述了自己的教育历
程，他们是“用生命见证教育

初心” 的全国优秀教师韦丽
红；“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偏
远乡村” 的吉林省教育先进
集体大顶子小学 ；“爱生如
子、用青春书写教育情怀”的
吉林省优秀教师谭金歌；“一
心扑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工匠
能手” 长春市优秀教师周千
山；“心系幼儿教育、 用智慧
和担当播撒生命火种” 的长
春市先进教育工作者赵明。

净月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张金超表示，近年来，净月

高新区累计投入近20亿元，
新建现代化学校2所，扩建中
小学3所， 筹建2所，20000名
孩子学有所教；推进“四海纳
贤”引进423名高学历、高素
质的青年教师，“研究生”教

“小学生”成为“新常态”；深
入推进“国家教改实验区”建
设，实施委托管理，分配制度
改革， 督导评估改革等一系
列创新举措，践行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记者 陈霖 报道

为庆祝第35个教师节来临，
9月10日，由教育集团主办、长春
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承办，主题
为“不敢辜负 坚守承诺”的教师
节颁奖典礼在长春市第一实验中
海小学举办。 集团理事长王祖良
先生、 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隋影
校长、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校长刘
卓娟、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

执行校长田娟， 长春市第一实验
中海小学执行校长杨波以及来自
三校区的各位领导们出席典礼，
三校区全体老师也参加了颁奖典
礼，共同见证这一高光时刻。

清晨，各校区举行了升旗仪
式、 学生为老师唱歌送祝福等丰
富多彩庆祝活动。 更引人注目的
是，学校家委会成员也来到学校，

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下午三点，颁奖典礼在老师

们的期待中正式拉开序幕。首先，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刘卓娟校长致
辞。刘卓娟校长对理事会、两所小
学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深深的感
谢，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长春南
湖实验中学的支持和帮助。 更对
南湖实验的全体同仁表示感谢，
她说，是老师们以校为家，把学生
当做自己的孩子，呕心沥血、无私
奉献， 以创业者的情怀做着一项
艰难的事业。每天耐心辅导，潜心
备课，精心出题，用心批改、全心
投入……终于，2019中考考场上
那一抹南湖红吸引了世人的目
光， 南湖实验中学令人震惊的中
考成绩，像夜空中一颗熠熠闪亮
的明星，给人带来希望！成绩只代
表过去，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踏上
了2020中考战场。 相信在理事会
的带领下，两所小学的支持下，中
学老师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再
创辉煌！

随后，教育集团分别对三校
区先进学年组、 先进班集体、先
进个人进行表彰。 此次受表彰的
集体和个人是经过三校区民主
推荐、民主测评等基础上评选出
来的，三个先进学年组：长春市
第一实验中海小学2017级学年
组、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
2014级学年组、长春南湖实验中
学2016级学年组；三个先进班集
体：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
2015级1班、 长春市第一实验中
海小学2013级6班、 长春南湖实
验中学2018级8班； 三个先进个
人： 长春南湖实验中学邹岩辰、
长春市第一实验银河小学徐凌
霄、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勾
黎黎。

同时，颁奖典礼还设置了抽
奖环节（幸福奖和幸运奖）以及师
生电声乐队演奏《云宫迅音》《我
的未来不是梦》、古风新唱《知否
知否应是雪落下的声音》、 配乐
朗诵《南湖之帆启航》 等精彩节

目，让现场氛围更加热烈。
会上，南湖实验中学八年八

班谭舒心同学的家长严莉代表全
体家长发表感言， 严莉女士首先
为全体老师送上节日的祝福，表
示选择中海小学和南湖实验中学
是明智之举。她说，孩子在中海小
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
习惯， 在南湖实验中学收获了丰
富的知识， 想借此契机表达对学
校和老师们的感激之情。

在拜师仪式上，中学部教务
处主任具雪英宣读拜师决定，结
对师徒走上舞台，“一次深鞠躬,
一生师徒情”，通过这样的仪式既
能进一步发挥师徒之间传、帮、带
的积极作用， 营造尊师重教的浓
厚氛围， 同时能够带动全体老师
为学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颁奖典礼在三校区歌舞《再
一次出发》 的精彩表演中完美落
幕。 三尺讲台，一方净土，初心与
承诺更是我们一生的执著与坚
守。 /记者李娜报道摄

2019教师节“不敢辜负 坚守承诺”颁奖典礼
在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隆重举办

长春中医药大学师生携手“快闪”

用歌声深情告白祖国

净月高新区

召开庆祝第35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别样教师节：
把家长请进幼儿园
分享交流教育

昨天， 长春外国语学校全
体师生在庄严的国旗下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 与以往不同，昨
天升旗仪式的升旗手、护旗手、
方队全部由教师组成。

在国旗下， 教务处主任娄
爽带领全体教师庄严宣誓：

“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守教育
法律法规， 履行教书育人职
责，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到
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为教
育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
努力奋斗！ ”

在节日的校园里， 一块上
书“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弘扬
新时代尊师风尚” 的巨幅签字
板格外引人瞩目。从早上开始，
教职工陆续来到签字板前签字
留念。此时此刻，从他们的文字
中不仅书写出了教育情怀，更
寄托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深切
期望。

签字板前站了一位“新朋
友”———智能机器人， 当师生
们靠近时，机器人自动感应唤
醒，与师生们问好握手。

在下午的教师节表彰大会
上校长王昊为获得“校长奖”之

“知行奖”、“伯乐奖”、“匠心
奖”、“金牛奖”、“服务奖” 的教
师颁奖。 对“乐于奉献，勇于坚
守”行为的一种承认，是对无私
奉献、坚持初心、爱岗敬业精神
的一种弘扬， 也是传达对这种

坚守精神的敬意。
校长王昊向全体教师送

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鼓
励大家说：“学校明天要由我
们亲手去建设，有既定的目标
和方向，还要有创造性的实践
和落实。 面对困难和挑战，我
相信，只要我们 力同心，坚持
正确的道路和方法，必将获得
个人事业和效益的双丰收，学
校会呈现新的更美的面貌。 ”
/贾舒雅 记者盖卓威关盈报道

尊师重道 敦品兼修
长春外国语学校举办主题活动庆教师节

聚
焦
教
师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