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彩活动 尊师重道 一面锦旗 一份感恩

郑州五十一中
表彰最美教师

浓浓尊师意，深深重教情。9
月 10日下午，郑州市第五十一中
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召开第 36
个教师节暨第二届最美教师表彰
大会，共同庆祝教师节。

会议首先宣读了《郑州市第
五十一中学最美教师表彰决定》
文件，向 20名最美教师表示衷心
祝贺。接下来，公布了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文明班主任、优秀青
年教师、优秀辅导教师、功勋教师

等各种奖项。校领导表示，这些
优秀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
怨无悔地谱写教育华章，展现了
五十一中教师的新风貌。

“老骥伏枥勇担当，甘之如饴
苦作甜。”在五十一中教师队伍
里，有一位几十年恪尽职守、兢兢
业业的“老大哥”，大家习惯称他为
“德哥”，张文星老师把李喜德老师
的先进事迹讲给大家听。伴随着
轻快愉悦的歌曲，第三党支部的6

位党员教师为大家朗诵了由李宝
虹老师创作的《我们多么喜欢你》，
赞扬了学校办公室耿亚娟老师的
爱岗敬业。

大会除了表彰以外，还举行
了“青蓝工程 拜师结对”活动，老
带新、传帮带，学校的新生力量在
一位位骨干教师的辅导下快速成
长，拜师结对也成为学校年年都
会举行的传统活动，为学校培养
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教师。

郑州四十二中
廉政党课 以案促改

为进一步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实现
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有效统一，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9月10日上午，
郑州四十二中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廉政党课学习
《以案促改 反腐倡廉》。

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围绕省高校纪工
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筛选的 10起典型案件
开展以案促改，从中吸取教训，以案为鉴。

结合这几起以案促改典型案例，大家纷纷表
示，大错误都是从小细节开始的，这几起案例的发
生都是因为涉事人员思想信念的缺失、纪律意识
的淡漠、党性观念的丧失引发的。在今后的工作
中，一定要警钟长鸣，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珍惜眼
前的幸福生活，通过奋斗实现自身价值，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纪律意识，更加严于律己。

心血育桃李，辛勤扶栋梁。近日，中原区各学校均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活动，庆祝第36个教师节，用自己的方式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说声“谢谢”。有的学
生排练散文朗诵，献给敬爱的老师；有的学生自己制作手工卡片，表达对老师的祝福；还有的学校举办了趣味运动会，让老师们在工作之余尽情放松……对
老师浓浓的祝福凝聚在了一个个简洁却不失隆重的活动中。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高慧恒 文/图

这个教师节，中原区锦绣小
学的学生们准备了特殊的“礼
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们
的感谢。

六四中队的王语政和高琦
早早就做好了准备。两个人相
约排练了一篇散文朗诵《谢谢
您，我敬爱的老师》，主动要求在
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献给老师
们。他们向全校的少先队员发
出倡议，希望大家准备一首小诗
或一篇散文送给老师，以表达自
己的感恩之情。

教师节这一天，各班的音乐
课上，音乐老师应同学们的要求，
教唱《感恩的心》。孩子们说，要把
这首歌送给每一位老师，用最真
挚的声音传递浓浓的师生情谊。

节日的校园分外美丽，原来
是老师用孩子们制作的手工花束
装扮了校园，缤纷的色彩是孩子
们对老师最真诚的爱意。

中原区锦绣小学校长黄锐
说，在教师节之际，学校向全体教
师发出倡议：过清廉教师节，做尊
师重教人。明确要求教师不收受
家长赠送的礼品，不接受家长宴
请，做清净校风、清正教风、清新

学风的带头人，鼓励学生用一首
小诗、一篇散文、一首歌曲、一个
手工作品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喜爱
和感谢。同时，感谢家长对老师
的尊重和信任，这对老师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秋风送爽，桃李芬芳。在第
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郑州市中
原区锦江中学组织全体教职工
开展了迎教师节趣味运动会。

全体教职工分为行政组、七
年级组和八年级组三队，运动项
目有套圈接力、托乒乓球接力、
一圈到底、跳大绳等4个项目。

老师们一个个跃跃欲试，在
比赛里大展身手。同学们说，平
时只看到老师们在课堂上严谨

认真的一面，现在在运动会上看
到了他们阳光热情、充满活力的
另一面，很亲切。

老师们都说，平时很少有机
会参与这些活动，这场运动会让大
家都很开心。“共同去完成一个项
目，不仅对团队的凝聚力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也缓解了工作压力。”

趣味运动会的成绩最终揭
晓：七年级组获得一等奖，八年
级组、行政组获得二等奖。

9月 10日，郑州市第二实验
幼儿园和中原区须水中心幼儿园
的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共同分
享属于教师们的幸福与梦想。

当天一大早，园长就在幼儿
园的门口迎接老师，表达对教
师的节日祝福。一束束包装
精致的鲜花、一句句教师节快
乐，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教
师的爱。

随后，教师节表彰活动在幼
儿园的宣传片中拉开帷幕。“我
们用情呵护着幼小的心灵，用汗
水、用心血，用我们青春的年华，
浇灌着孩子的未来……”新教师

代表的诗朗诵《教师礼赞》，向幼
儿教师致以崇高的敬礼。

两所幼儿园的园长讲解了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既要有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及思考的能力，
也要有提出质疑的能力。“每一
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
师要有一双‘慧眼’，观察与了解
孩子，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
一动、一颦一笑来践行‘漫’教
育，让孩子相信他拥有让自己变
得更好的力量。”

此次表彰活动激发了全体教
师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
感，同样也让教师们不忘立德树

人的初心。教师们表示，将以此
为新的起点，脚踏实地、扎实工
作，努力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
力量。

郑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

9月10日，在第36个教师节之际，中原区育智
学校 4位自闭症家长代表来到学校，满怀感激之
情将绣有“惟宏隆德 情系教育”烙金字样的锦旗
送到了校长毛金霞手中，以此感谢学校、老师对特
殊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

“孩子自入校以来，进步很明显，变化非常
大。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们的精心呵护和耐心教
育，对待这样的特殊孩子，老师们需要付出更多的
心血，我们的老师都非常有责任心和耐心。感谢
老师们的辛勤培育，帮助孩子成长。”一位家长代
表动情地说。

锦旗虽轻，情意浓浓。毛金霞说，这面锦旗是
对育智教师们辛勤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激励着教
师们不忘初心，牢记作为一名特教人的使命，帮助
特殊儿童成长，回归社会。

中原区育智学校
感恩教师 锦旗飘扬

锦绣小学
“用我的方式对您说声谢谢”

建设路第二小学
“老师您辛苦了，我想对您说”主题活动表达感恩

中原区锦江中学
举办迎教师节趣味运动会

廉政党课 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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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召开庆祝第36个教师节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让中原区教育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庆祝第36个教师节
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中
原区庆祝第 36个教师节暨教
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中
原区委书记乔耸，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晓雷，区委副书记、区委
办主任杜建强，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长义，区政协主席刘守斌，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成小波等
出席会议。区人社局、财政
局、发改委、统计局、卫健委、城
建局、城市管理局、资源规划
局、市场监管局、区文明办、区
委编办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
人，区教育局班子成员、相关科
室负责人，中原区教育先进集
体负责人、区优秀教师代表、
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全国及
省级优质课教师、区第十届名
师共 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
由李晓雷主持。

会上，杜建强宣读了中原
区委、区政府《关于 2019~2020
学年中原区教育先进集体的
通报》《关于 2019~2020学年中
原区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
作者的通报》；成小波宣读了
《中共中原区委中原区人民政
府关于中原区获得全国及河
南省优质课教师的通报》《中
原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原区第
十届名师的通报》。

伊河路小学校长张严明、
互助路小学校长张燕、市实验
小学校长于乐、郑州外国语中
学党委书记周华、第80中学教

师刘胜利、伊河路小学教师
马静妍等 6位受表彰校长、教
师代表发言，结合提高生均经
费、切实做好为学校为教师减
负工作、做好垂直管理工作、给
予新建学校专项资金的扶持、
扩大学校办学面积、提升教师
待遇等问题和与会领导交流。
区教育局发规科科长杨朝阳、
人事科科长吴娜等教育工作者
代表，就中小学幼儿园建设，教
师招聘、待遇等方面为中原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乔耸肯定了近年来中原区
教育事业取得的新成绩，并围
绕“问题要及时解决、理念要及
时更新、谋划工作要超前”三个
方面，希望区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研究，广泛征求教育
一线校长、教师的意见建议，做
好梳理汇总、建立台账，按照
“能立即落实的立即落实、不能
立即落实的要排出时间节点”的
原则强力推进；建议教师不断学
习、不断充实自己，打造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
会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氛围，让中
原区教育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关于新校建设、教师招录、
教师待遇保障及激励等问题，
乔耸表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
迫切的问题，教育事业发展不
能走一步看一步，要走一步看
两步想三步。要做好统筹规
划，全区携手努力，以更高品质
的教育为中原区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为高水平打造以郑
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
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高慧恒/文 刘赛/图

“亲爱的老师，用我的方式对您说声谢谢”
中原区学校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第36个教师节

9月 7日，中原区建设路
第二小学举行了以“最美是
九月”为主题的升旗仪式。
为大力弘扬教师爱岗敬业、
乐于奉献、爱生如子、为人师
表的崇高师德风尚，“园丁
颂”颁奖仪式也在本次升旗
仪式上拉开帷幕。

在此次颁奖仪式上，学
校对 2019~2020年度在各级
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的老
师、优秀的社团辅导老师以
及优秀的班主任老师等进行
表彰。校长赵国平为获奖的
60余位老师颁奖，并佩戴大
红花。与此同时，同学们也
给老师送上了最真诚的祝
福，发自肺腑地喊出：“老师，
你们辛苦了！”本次颁奖仪式
虽然简单，但却不失隆重。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深切

感受到了老师“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
献精神，也一定会把“尊师重
道”牢记心间。

中原区建设路第二小学
大队部举办了“老师您辛苦
了，我想对您说”的主题活
动。同学们通过本次活动用
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老师们
的感谢。二七中队的许奥迪
和徐雪鑫两位同学制作了手
工祝贺卡片，送给老师表达
自己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一
年级的小朋友也通过歌曲表
演，用最真挚的声音传递着
浓浓的师生情谊。此次活动
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还丰
富了老师们的精神生活，增
加了老师们的自我认同感，
使大家度过了一个欢快而充
实的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