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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7日上午，平顶山
“雏鹰”爱心志愿者团队一行10多
人带着慰问品和慰问金，驱车赶到
汝州市大峪镇开展慰问活动。爱心
志愿者团队先到大峪小学，将棉被、

月饼、书包、T恤衫送到大峪小学师
生手中，提前祝贺大峪小学师生教
师节快乐。

随后，“雏鹰”爱心志愿者团队的
爱心人士又到地处偏远的大峪小学

后坡教学点，对坚守在这里的一名教
师和4名学生进行慰问，为师生送上
大米、挂面、食用油和500元慰问金，
给这里的孩子送去玩具和体育用品，
并陪孩子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汝州市隆重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玉梅

本报讯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
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
日上午，临汝镇召开庆祝第34个教
师节表彰大会。临汝镇全镇24个
行政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包村干
部、镇中心校、全镇各中小学全体教
师，共计8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临汝镇中心校校长李保
现作2017年～2018年度教育工作
报告及新学期工作安排。会议宣读
了《临汝镇关于对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的决定》，对
6个综合目标管理先进单位，6个教
学质量先进单位，30名优秀班主
任，30名优秀教师，25名先进教育
工作者进行表彰，现场发放了奖牌
和荣誉证书，并进行现金奖励。

临汝镇镇长韩增群指出，教育
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是
国计大事，也是民生要事。近年来，
临汝镇党委、政府更加重视教育事
业，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临汝

镇的教育工作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
成绩，各项教育事业均走在了全市
的前列。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
更加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继
续关注和重视教育，进一步加大教
育投入；坚持以师德师风为核心，切
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尊
师重教良好风气，形成支持教育事
业的强大合力；鼓励全镇教育工作
者新学年树立新目标，促进该镇教
学水平和教学成绩不断提高。

本报讯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
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风
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建青一行到
辖区汝州市六中进行慰问，向辛勤
耕耘在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们致以
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并送去
慰问金。

慰问中，街道办事处领导与学
校教职工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学
校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关切地询问

大家的生活和教学情况，认真听取
教师们对今后学校发展的看法，以
及目前学校发展存在的困难，并对
学校的软件设施进行了查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人民满意的学校始终是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领导矢志不移的目标，刘
建青当场表态，在今后的工作中，街
道办事处会更加关注教育、重视教

育、支持教育，做教育发展的坚强后
盾，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优化教
学环境，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加大教
师奖励力度，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
氛围，同时还寄语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进一步刻苦钻研，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不断强化校规校纪建设，不断提升
教学质量，在明年的中招考试中，再
创佳绩，再上新台阶。

风穴路街道办事处开展教师节慰问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朱梦文

蟒川镇召开庆祝第34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马鹏亮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蟒川镇
在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庆祝第三十四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会上，镇党委书记平向阳向全
镇广大教师和离退休教师致以节日
的慰问。镇党委、政府拿出10万元
奖金对镇初级中学等2个特殊贡献
单位、半西小学等7个教学质量先
进单位、滕店小学等4个学校管理
先进单位、蟒川村等5个尊师重教

先进单位、张伟杰等16名先进工作
者、翟梦珂等22名优秀班主任、王
鹏进等34名优秀教师进行表彰。

平向阳指出，必须把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树立“抓教育
就是抓基础、抓经济、抓发展、抓民
生、抓未来”的理念，以办人民满意
教育、争创教育强镇为目标，不断提
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努力让人
民享受有质量的教育。

教师代表赵怡在发言时说，她
一直认为自己在学生心中是个严肃
的老师，但在去年有学生看到她生
病，学生从家里带茶拿到办公室送给
她。她说：“那一瞬间感到付出还是
有收获的。”她说，教师必须真诚地去
关心每位学生，既当“慈母”又当“严
父”，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在生活
上更要关心热爱学生。正是这样，她
与学生建立了更加真挚的情感。

本报讯 9月9日上午，汝州市
庙下镇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暨表
彰大会在汝州市四高礼堂隆重举
行，会议由庙下镇党委书记韩沛毅
主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闫
景铂出席并讲话。庙下镇直机关和
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各中小学领

导及获奖教师500余人参加会议。
表彰会上，庙下镇中心校校长

陈伟彪全面总结了2017～2018学
年教育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对
新学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镇党委组织委员秦俊峰宣读了
庙下镇政府的表彰决定；闫景铂充

分肯定了庙下镇教育事业取得的成
绩，并希望广大教师继续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努力为教育事
业的迅猛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会对全镇尊师重教先进单
位、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
和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奖励。

庙下镇隆重庆祝教师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程慧娟

夏店镇隆重召开教师节表彰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李伟恒 通讯员 平党申 文图

本报讯 9月6日上午，夏店镇
党委、政府举行第34个教师节表彰
会，镇党委书记李秋生代表镇党委、
政府对全镇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
师致以节日的祝贺。

会上，夏店镇党委组织委员甄

晓 辉 代 表 夏 店 镇 中 心 校 做 了
2017～2018 学年教育工作报告。
大会宣读了《关于做好庆祝2018年
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对教
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进行表彰的决定》《关于对

尊师重教先进单位进行表彰的决
定》。会议对夏店镇财政所等11个
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夏店镇初级中
学等10个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
李英英等56名优秀教师、李书清等
24名优秀班主任进行了表彰。

李秋生肯定了夏店镇经济发展
中教育事业发挥了人才和智力支撑
的重要作用，通报了一年来夏店镇
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的成
绩，对夏店镇教育发展提出了要
求。他表示，要形成尊师重教的良
好氛围，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
置；要立德树人，模范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要大力推进改革，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广泛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要
发挥先进的模范带头作用，营造争
先创优的良好氛围，不断开创夏店
镇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9月9日上午，在第34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风穴路街
道办事处吴洼社区居委会、米庙镇
铁炉马村委会的领导，带着慰问品
和慰问金来到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朝阳校区看望该校教职工。

在朝阳校区，吴洼社区居委会、
铁炉马村委会领导与该校校长陈国
强就学校师资、教育教学管理、学校
未来发展思路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陈国强介绍，汝州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朝阳校区现有30个教
学班65名教师1526名学生，学生
大多来自吴洼社区和铁炉马村，办
学一年来，学校工作受到了吴洼社
区居委会、铁炉马村委会的大力支
持。他表示，今后该校将继续秉承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
念，加强优秀教师队伍建设，努力为
学生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打造乐

教乐学、乐行乐思的师生团体，使学
校成为学生快乐学习、教师幸福工
作、家长同步发展的绿之园、和之
园、乐之园、梦之园，给党和政府、学
生家长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中，风穴
路街道办事处吴洼社区居委会共送
来慰问品及慰问金25000元，米庙
镇铁炉马村居委会送来慰问品及慰
问金7000元。

本报讯 9月8日上午，洗耳河
街道办在市实验中学举行庆祝第34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汝州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正县级干部何俊章等出
席表彰大会。

过去的一年，洗耳河街道教育
工作以抓党建促教学，教育教学质

量又迈上了新的台阶。辖区各中小
学校深化课堂改革，加强学生美育
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提升
教师的整体素质，涌现出了一大批

“最美教师”“师德标兵”“名师、优秀
班主任”。

在表彰会上，洗耳河街道办事

处对汝州市二中等14个先进集体、
樊创功等24名先进教育工作者、唐
晓燕等59名优秀教师、王春侠等32
名优秀班主任予以通报表彰，并对
这些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重奖，奖
金总额达25万余元。

本报讯 9月 5日，小屯镇庆
祝第34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隆重
召开，镇党委书记刘红涛、教体局
副局长史小凤、各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小屯镇乡贤代表、小屯
镇优秀中小学校教师代表共参加

了会议。
会议对2017～2018学年为小

屯镇教育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小
屯镇一中等16个教育教学质量先
进学校、西村小学等3个教育教学
质量进步学校、平煤神马集团朝川

焦化有限公司等11个尊师重教先
进集体、安美枝等3名尊师重教先
进个人、王利杰等14名教学质量先
进个人、王园霞等79名优秀班主
任、王聪玲等32名优秀教师予以表
彰。

本报讯 9月6日上午，纸坊镇
以表彰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及先进个
人的形式开展教师节庆祝活动。表
彰会在纸坊镇政府会议室举行，出
席会议的有镇党委书记王国强、镇
长高项冰、主管教育的镇组织委员
杨晓蕾，并邀请市教体局党组成员、
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李岳利、教体局

仪器装备中心主任郭现周参加，120
名优秀教师代表参加此次大会。镇
党委书记王国强作表彰讲话，会议
由镇长高项冰主持。

表彰会上，分别对镇一中、中心
小学、一小等15个教育教学先进单
位，张素平、李亚婷、王亚静等152名
先进个人进行隆重表彰。李岳利对

纸坊的教育高度评价，并表示市教体
局在今后会大力支持纸坊镇教育事
业发展。王国强首先对教育工作者
表示节日的问候，并对教育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全面保障学生的身心健
康，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充分
发挥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加大教育投
入，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本报讯 9月10日上午，汝州市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带
领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亓建文及
驻村工作队到所结对帮扶的米庙镇

于窑村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
在于窑村小学，杨长坡为老师、

学生送上书柜、篮球等文体用品。
对该校朱燕燕老师坚守工作岗位表

示慰问，勉励在校学生用心读书，将
来学有所成回报家乡。米庙镇中心
校校长郭红涛，榆树庙村校长郭鹏
飞对杨长坡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

临汝镇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

吴洼社区居委会、铁炉马村委会

教师节前慰问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朝阳校区教职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25万元重奖先进单位和个人
洗耳河街道办举行庆祝第34个教师节表彰会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钟楼街道召开庆祝第34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文图

本报讯 9月9日上午，钟楼街
道办事处召开庆祝第34个教师节
暨表彰大会，总结回顾去年以来的
教育工作，表彰先进，共同谋划和推
动街道教育事业向前发展。市政府
党组成员张振伟出席会议，市政府
教育督导室主任靳海川及街道党政

班子成员、各社区两委会干部及各
站所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
似阳主持会议。

会上，钟楼街道中心校校长宋
胜克总结了上学年教育工作，对新
学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王志锋宣读了钟楼街道
工委钟楼街道办事处关于表彰
2017-2018 学年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钟楼街道办
事处拿出12万元对汝州市五中等8
个先进单位、程楼小学等7个平安
校园先进单位、杜占江等30名优秀
班主任和优秀教师、鲁玉梅等58名
学科先进个人、郝焕然等20名先进
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隆重表彰和奖
励。

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桃叶从“坚
定目标，加大力度，推进钟楼教育大
提升；加强领导，压实责任，汇聚推
进教育事业发展强大合力”等方面
作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推进钟楼教
育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目
标任务和措施，寄语广大教育工作
者要牢记使命，开拓进取，不断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为实现钟楼教育事
业更加出彩做出贡献。

本报讯 9月6日上午，汝州市
大峪镇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大峪
镇党委、政府领导和大峪镇教育战
线教职工300多人度过一个幸福的
节日，汝州市教体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程国文出席表彰会。

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峪镇教育
教学成绩取得可喜成绩，全镇411
名考生中有272名考生达到重点高
中录取线，上线率达66.18%；在全
市54所中学综合评比中，大峪镇有
9科排名第一；在全市中心校综合

评比中，大峪中心校排名第一；在全
市中学学校综合评比中，大峪二中
排名全市第一，大峪一中排名第
三。表彰会上，大峪镇党委，大峪镇
政府出资16万元对先进单位和个
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大峪镇隆重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李伟恒 通讯员 刘军严

小屯镇召开庆祝第34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首道

纸坊镇庆祝第34个教师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魏少真

平顶山“雏鹰”爱心志愿者团队到大峪镇慰问教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市法院院长杨长坡慰问于窑村小学师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李伟恒 通讯员 武俊璞 亓建文

夏店镇隆重举行第34个教师节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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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街道办对先进教师进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