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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4日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付
吉庆) 7月1日，济宁市任城区
政府与上海翔宇集团举行合作
办学签约仪式。作为全国十大品
牌教育集团的上海翔宇教育集
团，将在济北新区核心区建设济
宁翔宇中学。办学规模拟定96个
班，包括初中四个年级、高中三
个年级。学校将于明年秋季开学
投入使用。

仪式上，济宁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周凤文出席并指出，
任城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把教育事业当作最大的民生工
程来抓。翔宇教育是全国十大品
牌教育集团，在教育领域享有很
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双方合作
办学是强强联合、互利共赢的结
果，将对任城创新教育模式，打
造“高品质、现代化、有特色”的
优质教育品牌，起到有力的推动
作用。这种创新合作将进一步丰
富整个济宁市基础教育改革试

点的经验，在全市范围内有着很
好的示范借鉴意义。

任城区委书记岳根才主持
签约仪式，他表示此次的签约
是任城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件大事，任城区各级各
部门将集中优势力量，提供“一
站式”服务，努力为济宁翔宇中
学建设提供最优的政策、最好
的环境、最强的保障。希望翔宇
集团在项目安排、资源分配等
方面，多关注多倾斜，把济宁翔
宇中学打造成为全国一流学校
和领军品牌。

活动现场，任城区委副书
记、区长刘宜星与上海翔宇实业
投资集团、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玉芬，代表合作双方签署合作
办学协议。任城区副区长赵才文
在致辞中介绍了任城教育数据、
新建学校规模特色，与双方合作
愿景。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
文在致辞中说，我们将在济宁建

设一所充满“创意”“创新”“创
造”的学校，一所有趣味、有滋
味、有品味的未来学校。以“无限
相信师生的潜能”，“交给孩子一
生有用的东西”，“让师生与人类
崇高精神对话”的理念，着力培
养素质全面、底蕴深厚、思想解
放、视野开阔的现代中学生。让
他们更“中国”、更“国际”、更“现
代”，他们“往来于国与国之间”，
以受人尊敬的现代中国人的面
目，在“地球村”生活，做“地球
村”的主人。

据悉，新建的“济宁翔宇中
学”位于济北新区核心区，办学
规模拟定96个班，4200个学位。
其中，初中4个年级，72个班，
3240个学位；高中3个年级，24个
班，960个学位。学校由上海翔宇
教育集团出资建设，规划用地面
积220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4 . 7亿元人民币，
2018年开工建设，2019年秋季开
学投入使用。

本报济宁7月4日讯(记者
周伟佳 见习记者 杨远志
通讯员 杜鑫) 6月28日，济宁
医学院举行2018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3500余名
毕业生身穿学位服、接受恩师拨
穗、领取学位证、聆听校长寄语
的“最后一课”，用一场特殊的毕
业典礼告别大学岁月。

毕业典礼在深情的《济医
颂》合唱中拉开序幕。宿舍一起
打过篮球的操场、考研时图书馆
学习的座位、久吃不厌的食堂大
餐……当熟悉的场景在大屏幕
上播放着，勾起了无数毕业生的

回忆。随后，毕业学子迎来期待
已久的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济宁
医学院院长白波和院领导分别
为毕业生拨穗正冠，颁发学位证
书，并送上祝福。

白波说，今天全体毕业生身
着学位服参加毕业典礼，这颇具

“学院派”风范的毕业典礼，这庄
严的荣誉感、仪式感，属于在座
的每一个济医学子，这是同学们
在济医的最后一堂课，也是学校
送给每一位同学的毕业礼物。白
波以毕业生40年前的学长、30多
年的师长、10年的校长身份，期
盼大家不忘初心，对祖国、母校、

父母师长心存感恩。“希望大家
作为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
要不负时代，行稳致远。”

典礼期间，一个瞬间感动
了全场。“轮椅学子”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生石文杰，运动后出
现双腿韧带拉伤，不得已坐上
轮椅参加毕业典礼。在为石文
杰授予学位时，白波主动蹲下
身来，和石文杰合影留念，温馨
一幕也就此映照在了每个济医
学子心中。典礼最后，全体毕业
生进行庄严宣誓，毕业生们向
师长献上鲜花，感人的一幕让
学子们落泪。

3日晚，济宁学院附属小学举行2013届毕业典礼。这场名为“梦想从这
里启航”的典礼在暮色中正式拉开序幕，学生们通过歌唱、舞蹈、诗朗诵等
形式多样的节目表达对母校的感激之情；老师们为学生送上温情寄语，嘱
咐他们以此为新的起点，带上感恩的心，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仲会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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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南池小学

小学生走进敬老院献爱心

本报济宁7月4日讯
(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袁媛) 6月29日，济宁
市南池小学的师生们走
进清真女寺敬老院，开
展“ 争 做 新 时 代 好 队
员—敬老院献爱心”活
动，为孤寡老人送上一
份爱心和温暖。

“爷爷好！”、“奶奶
好！”当天上午，敬老院
里满是稚嫩的问候声，
亲切的称呼让老人们喜
笑颜开。吉他演奏、快
板、诗朗诵……活动中，

孩子们表演的精彩节
目，赢得了老人们阵阵
掌声。演出结束后，孩子
们还帮助老人打扫卫
生，临别时，老人们拉着
孩子们的手依依告别。

“敬老爱老是中华传统
美德，希望孩子们从小
树立孝道意识，懂得心
存感激。”南池小学少先
大队辅导员袁媛表示，
此次活动与学校正在开
展的孝德感恩教育相结
合，让学生们学会知恩
感恩。

济宁八中

校园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

本报济宁7月4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
员 付吉峰 张春红 )

6月 2 1日，济宁市第
八 中 学“ 传 承 文 化 经
典，创建文明校园”校
园文化艺术节在学校
校园进行了汇报演出。
学校全体师生现场观
看了本次演出。

师生的歌曲、朗诵、
相声、小品、单人舞、集
体舞等精彩表演，展现

了师生们的多才多艺。
在这次活动中，同学们
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
造性，积极排练，认真准
备，不同班级的同学同
台演出，互相学习，互相
促进。节目的展演丰富
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了浓厚的校园艺术氛
围，体现了济宁八中学
生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
养，展示了学生朝气蓬
勃的精神风貌。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七一”建党节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济宁7月4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刘明 王晓 ) 6月27
日，济宁市运河实验中
学组织全体教师党员开
展庆“七一”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

活动中，党员们面
对鲜红的党旗，举起了
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学

校党支部书记卢惠林为
全体党员上了题为《讲
奉献有作为》的专题党
课。这次重温入党誓词、
听党课，增强了教师党
员的身份意识，大家一
致表示，要坚定理想信
念，发扬优良作风，进一
步提升素质，努力把教
育工作做得更好。

喻屯一中

举行建校60周年老教师茶话会

本报济宁7月4日讯(记
者 姬生辉) 6月27日，任
城区喻屯一中举行了建
校60周年老教师老党员
茶话会活动。茶话会邀请
了十余位在学校工作了
30年以上的老教师和学
校中层领导共同参与。大
家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了
学校走过的60年历程，并
对下一步学校的发展纷纷
建言献策。

任城区喻屯一中校
长徐杰对在喻屯一中辛
勤耕耘的领导和老同志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并高度概括了
学校6 0年的发展历程，

“一代又一代喻一人怀揣
教育梦想，筚路蓝缕，艰
辛创业，不断探索，铸就
了喻屯一中的辉煌。这些
都是学校发展中的积淀
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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