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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教育工作暨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
速读

本报荣成9月16日讯(通讯
员 赵海超) 9月10日，全市
教育工作暨教师节表彰大会
在市民文化中心召开，荣成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洪晓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洪霞主持会议，
市领导徐志兵、李文海、张积
聚出席会议。

王洪晓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近
年来，荣成市深入贯彻新时代
党的教育方针，以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为目标，把教育事业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与精
致城市建设、集成式改革、营
商环境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度
融合、一体推进，取得了令人
振奋的成绩。

王洪晓强调，广大教育
工 作 者 要 按 照省和 威 海市

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增强使
命感和责任感，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
循 教 育 规 律 ，坚 持 改 革 创
新，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
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牢牢把握
政治方向 ,坚持问题导向，将

“上好思政课”这项政治任务
落到实处，高度重视班主任
选工作，为学生选好成长路
上的人生导师。要以提高质
量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创
新 ,抓好特色办学和品牌创
建，解放思想、对标先进，敢
于担当、大胆借鉴，提高区
域教育水平。要以师德师风
为 重 点 ，加 强 教师队 伍 建
设，分类抓好家长关切、社
会关注、教师关心等热点问
题解决，提高教育社会满意

度。要以尊师重教为导向，
持续加强教育设施建设、学
校减负、正面宣传引导等工
作，营造共建共享的教育工
作氛围。

李洪霞指出，要聚焦重
点抓落实，紧盯教育改革这
条主线，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要提高站位抓源头，加
强思政课教师建设，引导学
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培养好学习兴趣和爱
国情怀。要营造氛围抓环境，
全面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凝聚起学校、家庭以及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兴教
育的正能量。

市政府副市长李文海宣
读了《关于表彰优秀教师和优
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会议
还表彰了我市优秀教师、优秀
教育工作者代表。

日前，荣成市第二十三
中学区整个大家庭齐聚于
此，隆重举行2019-2020年
度开学典礼活动暨教师节三
十五周年活动。活动由王副
校长主持。

伴着雄壮的国歌，在护
旗方队的挥展中，鲜红的国
旗冉冉升起，开学典礼正式
开始。首先进行了拜师礼，全
体学生向老师们恭敬地行拜
师礼，让开学更有仪式感。随
后李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李校长带领全体同学
用真诚的问候向所有教师表
达了节日的祝福，给老师送
去了一份节日大礼，同时，他
勉励全体同学都要为建设和
融向美校园而努力。

谷大鹏
日前，得润社区党总支

携手驻区单位，邀请老党员、
退役军人、居民一起庆祝中
秋节，大家欢聚一堂，做月
饼、品月饼，话中秋。

吕冰
又是一年秋风送爽，又

是一年丹桂飘香，在这个丰
收的季节里，府新小学开展
系列活动，以“落实立德树人
任务，弘扬新时代师德师风”
为主题迎接第35个教师节。
活动分为以清为美，以廉为
荣——— 呼出我们的誓言；我
承诺，我担当——— 签订师德
承诺书；树典型，扬正气———
传递正能量；印心迎新，助力
成长——— 师徒结对。市府新
小学的孩子们选择适合自己
年段特点的活动内容，用儿
童独有的智慧与热情，用个
性化的创意表达为老师送上
了诚挚的节日祝福，向老师
们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

邹晓
新学期开学伊始，市第

三十二中学领导和班主任老
师早早地来到学校，在教学
楼前列队欢迎孩子们重返校
园。为丰富“开学季”的教育
内容，使之成为激励学生、鼓
舞士气的载体，市第三十二
中学举行盛大、热烈的开学
典礼，为同学们树立奋斗目
标，制订行动计划；召开学校
安全调度会议，查找安全漏
洞，制订整改措施，对校车安
全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分别
召开一年级、六年级学生家
长会议，就小学、初中起始年
级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如
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教育孩子成长的正确方
法等与家长进行研讨和经验
分享。

胡海荣 鞠华荣
为切实做好民生工作宣

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崖
头街道南山社区党总支创新
宣传形式，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地宣传民生相关政
策，提升社会各界的关注度，
让党和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
深入人心。

连利鑫
近日，一封来自荣成市

兴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感谢
信送到石岛实验小学，点名
表扬王评评、王春艳、慕秀英
三名教师积极参与社区暑期
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志愿活
动，社区为此表达由衷的谢
意，感谢学校教师对社区工
作的大力支持！三位教师心

系社区、乐善好施，利用节假
日时间积极投身爱心志愿者
活动，敬老院、干休所、困难
户处处闪现她们送温暖、献
爱心的忙碌身影：改善伙食
包饺子、拉呱聊天逗开心、表
演节目展才艺、推头理发刮
胡子，她们的到来为老人们
送来欢乐、带来温馨，她们这
种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奉
献精神令人称道、叫人动容。

王艳
为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锻炼他们的动手
操作能力，康平社区党总支
联合市实验二小开展中秋月
饼DIY活动。

孙宁宁
9月11日，市第二实验中

学隆重举行2019-2020学年
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全校
师生在这金秋送爽、百果飘
香的季节里齐聚校园广场，
共同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
了开学典礼的序幕。初一新
生代表深情表达了对未来初
中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初四
毕业生代表回顾了初中三年
的成长历程，也深情表达了
对学弟、学妹们的祝福和期
许；家长代表则表达了对学
校和老师的深情谢意，回味
了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
滴，也给孩子们送上了满满
的祝福与期望；教师代表表
达了为人师者的幸福体验，
也为同学们送上了叮咛与祝
福。

张宗芹
9月10日，世纪小学开展

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
题活动，为辛勤的老师们送
上了一份份诚挚的祝福。

学校首先召开全体教师
会，学校领导向全体教师表
达了节日的祝福，号召广大
教师从自身做起，廉洁从教，
立德树人规范自我，认真担
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用自
己的行动当好学生人生路上
的引路人和榜样，过好这个
特殊的节日。举办了师徒结
对仪式，组织十二名青年教
师和同学科的校级骨干教师
结成师徒对子。

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
德，培养广大学生尊师爱师
的情感，为新学期各项工作
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张彩红 于孟
日前，荣成市第三十七

中学开展系列活动庆祝教师
节。早晨升旗仪式上，学生代
表做了“情深九月·感念师
恩”国旗下讲话，表达了对全
体老师的感谢和衷心的祝
福，随后全体学生向老师行
拜师礼，表敬师情，浓浓的师
生情谊感染着每一位师生。

同学们也开展“我为老
师送祝福”班级系列活动。班
级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对老
师祝福的话语，当老师踏进
教室门口的时候，就能看到
他们满满的心意。课间，学生
们纷纷走进办公室，将自己
亲手制作的小礼物赠送给老
师，一朵朵花、一张张卡片，
代表了孩子们沉甸甸的心
意。
吴春平

世纪小学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本报荣成9月1 6日讯 (通

讯员 张春晓 张颖) 为了
让广大师生员工切实树立安
全意识，更深入地了解逃生
常识，掌握必备安全避险的
技能，培养自救互救的能力，
在灾难来临时，能安全、快速
地疏散，荣成市世纪小学在9
月12日上午的大课间操期间，
举行了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前，学校召开了安
全工作会议，专题部署应急
避 险疏散 演 练 活 动 有 关事
项，制定了《荣成市世纪小学
应急疏散演练工作方案》，对

此次演练作了周密的部署，
明确了职责分工，对安全逃
生方法、路线、注意事项等进
行了详细的安排。

上午9时35分，紧急避险
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正式启动。
随着警报声响起，学校迅速启
动疏散应急预案，安全领导小
组副组长李校长宣布应急演
练开始，向全校发布疏散警
报，并通过广播通知全校师生
疏散。各年级各班的学生在班
主任老师的有效组织下，有序
快速地经由安排好的撤离通
道来到操场，队伍的撤离始终

安静而有秩序。
全校所有学生排队安全

“撤离”到操场，每个班派出
学生代表向李校长报告各班
清点后的人数情況。

在 全 校 老师的 有 效 指
挥、组织和学生的认真配合
下，世纪小学应急安全演练
成功结束。之后，学校领导总
结了应急演练的情况。通过
此次演练，提高了世纪小学
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疏散
能力，校园学习生活环境将
更加和谐安全，演练活动达
到预期效果。

感谢有你
中秋佳节，阖家团圆。交警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日前，为了感谢交警叔叔不辞辛劳的守护，

石岛实验小学“霹雳小交警社团”的同学们向交警叔叔献上他们精心准备的中秋月饼及祝福。
刘志坚 摄

市蜊江中学举行爱国教育活动
本报荣成9月16日讯(通讯

员 于文芳) 为不断强化学
生国防观念和爱军拥军热情，
褒扬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
迹和革命精神，教育培养学生
珍惜和平、居安思危的国防意
识，9月12日上午，全军十大英
模挂像赠送悬挂仪式在市蜊
江中学多功能报告厅隆重举
行。荣成市人武部副部长谷洪
波，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副主
任、人武部政工科长陈晓君，
市教体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滕
志浩出席本次仪式。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拉开帷幕。全体起立，齐唱国
歌。随后，市人武部陈科长向
同学们逐一介绍了英模事迹。
他谈到，10位英模中，有我们从
小在课本中就很熟悉的战斗
英雄，也有在和平建设时期涌
现出的杰出代表，还有新时代
强军兴军的军中楷模。他们每
一位都是我们尊敬和崇拜的
英雄。他们的先进事迹感人至
深，催人奋进。希望同学们从
英模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始
终做到崇尚、尊敬、捍卫英模，
铭记英模事迹，学习英模品
质，不断激励自我成长成才。

伴随着激越昂扬的乐曲声，
台上领导为学校赠送全军十大
英模挂像，并赠送《全军十大英
模人物》读本。全场起立，向英模
致敬，行礼。仪式最后，市人武部
谷部长讲话。他指出，英模挂像
悬挂仪式不仅是对英雄的仰望
缅怀，更是对英模精神的尊崇和
践行。他勉励同学们感受英雄信
仰、夯筑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
想，坚定爱国之心，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勤奋学习，
奋发有为，做有理想、有担当，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新时代奋斗
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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