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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名名教教师师获获评评22001188““烟烟台台最最美美教教师师””
另有19名教师获评2018“烟台市教书育人楷模”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孙茂林) 记者
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2018“烟
台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孙
奕等11名同志当选2018“烟台最
美教师”,仲朝晖等19名同志当
选2018“烟台市教书育人楷模”。

据悉，根据《中共烟台市委
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委教育工
委 烟台市教育局关于推荐

“2018齐鲁最美教师”暨开展第
二届“烟台最美教师”评选活动
的通知》(烟教党发〔2018〕10号)，
烟台市开展了2018年“烟台最美

教师”评选活动，活动开展以
来，各县市区及直属学校积极
参与、踊跃推荐，发掘出了一大
批凡人善举和优秀典型，经县
(市、区)、市两级推选公示，孙奕
等11名同志当选2018“烟台最美
教师”,仲朝晖等19名同志当选
2018“烟台市教书育人楷模”。

烟台市教育局希望受到表
彰的教师能够珍惜荣誉，谦虚
谨慎，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
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弘
扬师德正气，再创育人佳绩。希
望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

向先进看齐，树立崇高的职业
理想，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以身立教，无私奉献，争
做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
老师。各县市区、学校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积极开展学习2018“烟台最
美教师”活动，深入挖掘他们身
上的崇高精神，广泛宣传他们
的感人事迹，展示新时代烟台
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在全社
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葛相关链接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高鑫) 近日，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举行开学典
礼。校长姜代坤为2018级近千
名新同学上“开学第一课”，他
寄语全体同学：以志为基，做一
名志存高远的逐梦者；以学为
本，做一名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以德为始，做一名懂得感恩的
坚守者。

姜代坤说，同学们，你们是
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强则
中国强”。你们有理想、有本领、
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希望你们要坚定理想
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求
真学问、练真本领，以奋斗之青
春书写新时代的人生华章。

追梦与圆梦是青春永恒的
主旋律。梦想到底有多重要？马
云是这样回答的，“人可以10
天不喝水，7、8天不吃饭，2分钟
不呼吸，但不能失去梦想1分
钟。”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人
生奋斗目标，一个人未来的一
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目标。人
生目标可以重塑一个人的性
格，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决
定命运。“一个人最可怕不知道
自己干什么……”所以，我们每
个同学，都应根据自己的专业，
以及兴趣爱好等，给自己规划
一个人生目标。

“新时代是追逐梦想的时
代，更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希望同学们
保持一颗进取之心，做一个志
存高远的追梦人。“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的
人生于理想，死于安逸，主要原
因是“想要的太多，真正做的太
少”，最终在漫长的安逸中将自
己的梦想消失殆尽。人生当有
梦，更应追梦，同学们要打破安
逸的生活，摒弃“温水煮青蛙”

的现状，摆脱寒号鸟“明天就垒
窝”的魔咒，从当下做起，从身
边点滴做起，迈好走向人生出
彩的第一步。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理想
必须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才能
变成现实，而艰苦奋斗的过程
则需要意志、毅力和恒心来支
撑。在你们的求学生涯中，学
校、家庭和社会仅仅是你们成
长进步的外在因素；个人努力
与否，努力程度如何，才是你们
学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成功
不属于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所
谓“聪明人”，而是属于那些矢
志不渝、坚持不懈的奋斗者。智
者的梦再美，也不如凡人实干
的脚印。同学们正处在人生学
习的黄金期，希望你们鼓足干
劲，担当有为，拼刻苦学习，拼
锤练技能，拼锲而不舍，拼出属
于自己的人生辉煌与幸福。

“山感恩地，方成其高峻；
海感恩溪，方成其博大；天感
恩鸟，方成其壮阔。”感恩，不
仅是一种优良传统 ,也是一种
生活态度，更是我们为人处事
最基本的品德。感恩是一个人
德行修养和个人魅力的重要
源泉，是学会做人，成就阳光
人生的支点。古人说“小胜凭
智大胜靠德”，一个人徒有才

智而没有高尚的品德，是成不
了大器的。学校是一个学知
识、练技能的地方，更是一个
提升品行修养、培养健全人格
与习惯，引领你们在人生旅途
上明大德、走正道的地方。无
论是“崇德尚能，自强不息”的
校训，还是“专、精、恒、新”的
工匠精神，学校和老师都对同
学们的德行修养寄予厚望，希
望你们常怀感恩之心、常念感
恩之情、常思感恩之人。感恩
父母，赋予你们宝贵的生命；感
恩老师，给予你们最真诚的教
诲；感恩同学，风雨陪伴，让你
们感受真诚的关爱和帮助；感
恩这个美好时代，给予你们追
逐梦想的环境和梦想成真的机
遇。希望同学们在践行“人人皆
可成才，个个人生出彩”的理念
过程中“敦品正行，明德立己”，
完善自己，成就自己。

希望同学们不失本心、不
忘初心，让蓬勃青春与学校发
展同频共振，做一名快乐的追
梦人、懂得感恩的奋斗者。百舸
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只要你们矢志不渝，励志勤学，
刻苦磨炼，就一定能在激情奋
斗中绽放青春芳华，赢得未来
出彩的人生！

今年鲁东大学校长王庆开学典礼上寄语2018
级新生：慢下来，读懂大学之美。

这里所说的慢，不是拖延、懒散，更不是随波逐
流、随遇而安，而是要沉下心来、放缓步伐，暂别社会
的喧嚣，扎实笃定，潜心修学，与知识为伴，与智慧对
话，与老师论道，与同学协作，自信从容地塑造最好
的自己。

慢下来，才能读懂大学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
担当之美。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走得太快，灵魂容
易跟不上脚步；走得太远，则容易忘记为什么出发。
慢下来，才能读懂大学潜心问道、勤学善思的求知
之美。做一名“佛系青年”，云淡风轻、随遇而安，好
不好？没什么不好，但请各位必须记住一条：人生总
得有走心的地方，总得有所坚守。

山东工商学院院长杨同毅开学典礼
上寄语广大新生：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光芒！珍
惜学习的黄金期，把学习作为第一任务，作为主
要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作为师长，我真心希望同学们珍惜学习的黄
金期，把学习作为第一任务，作为主要的精神追
求和生活方式。不仅善于向经典学习、向社会学
习、向老师学习、向同学学习，蓄“底气”、蕴“大
气”，涵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洞见
和谋略，更要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在活动中锻炼
自己，提升素质、锻炼能力、涵养担当，成就“风物
长宜放眼量”的大格局。

鲁大校长王庆说：
慢下来，读懂大学之美

山商院长杨同毅说：
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光芒

作为开学第一堂课，滨州医学院院长
王滨发表讲话寄语新同学：医生是一个利他的职
业，也是一个最需要有家国情怀的职业。“博学而
后成医，厚德而后为医，谨慎而后行医”，学医之
路漫长而艰辛，不仅需要砥砺出精湛的医术，更
需要涵养成高尚的医德。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
医。”同学们，我期待你们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
同时，养成优秀品德、践行社会公德、弘扬职业道
德、树立高尚医德，做一个从容自信、眼光长远、
格局广阔、情系苍生、心怀天下的人，做一个能够
承受生命重托的合格医务工作者。

滨医院长王滨说：
博学成医，厚德为医，谨
慎行医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校校长长““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讲讲奋奋斗斗逐逐梦梦

烟职院长温金祥说：
让生命的每一天更有意义

烟台职业学院院长温金祥在
开学第一课上，寄语全体新生：大学要博学、强
能、修身、立业；让生命的每一天更有意义。

第一，希望你们，以博学打牢知识的根基。第
二，希望你们，以强能练就过硬的本领。第三，希
望你们，以修身提升综合素质。第四，希望你们，
以立业找准努力方向。大学三年，希望你们既能
心怀梦想、又能脚踏实地，既有奋斗规划、又有具
体行动，以更加自信的人生姿态、更加蓬勃的创
造活力，开创未来广阔的事业！

本报记者 李楠楠

2018“烟台最美教师”
名单
孙 奕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林少辉 高新区实验小学
李春胜 海阳市辛安镇第一初
级中学
姚红梅 莱阳市第九中学
张德顺 栖霞市第一中学
赵 苗 长岛县第二实验学校
程丽萍 龙口市龙矿学校
刁丽梅 龙口市石良镇石良中
学
杨红梅 莱州市郭家店镇中心
小学

刘国升 莱州市第一中学
蔡军霞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8“烟台市教书育人
楷模”名单
仲朝晖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迟雪平 烟台市芝罘区南通路
小学
于 曼 中国烟台赫尔曼?格
迈纳尔中学
黄卫卫 烟台市莱山区前七夼
小学
孙竹云 牟平区宁海街道初级
中学
杨振霞 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杨 青 开发区第四初级中学
林良森 高新区第三实验小学
于宣梅 海阳市小纪镇初级中
学
肖华军 莱阳市实验幼儿园
刘朝霞 栖霞市观里中学
宋强章 蓬莱市王庄小学
逄艳艳 蓬莱市第二实验中学
赵剑锋 龙口市实验中学
王绍玲 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张 静 招远市金岭镇邵家初
级中学
陈风波 莱州市柴棚中学
潘仕梅 山东省烟台农业学校
宫春梓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大大学学校校长长开开学学
第第一一课课都都说说了了啥啥？？

姜代坤校长“开学第一课”讲奋斗逐梦。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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