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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一路成长，共同见证”公益活动资助 10 名贫困学子
教育培训事业部总监：黄培

今年又有 4 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新闻热线：13308138586
邮 箱：lsrbjiaoyu@163.com（日报）

■记者 张力

2012 年，由乐山日报社、市教育局、市商业银行联合主办，三江都市报、市教育基金会承办的“一路成长，共同见证”捐资助学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在全市
范围内寻找 10 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进行资助。经过两个多月的走访、遴选，最后 10 名学生接受了每年每人 2000 元的资助。
在接受资助的 9 年时间里，孩子们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尊敬师长、乐于助人。近日，记者得到好消息，在 2021 年高考中，受资助学生何佳丽被郑州师范
学院录取、唐鑫苹被中国地质大学录取，此外王佳欣、熊川也被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录取。孩子们通过努力学习，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想。

聋人姑娘追寻舞蹈梦
“何佳丽同学，您被我校特殊教育学院
音乐学（舞蹈聋人方向）专业录取……”不久
前，当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聋生何佳丽收到来
自郑州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喜悦的心
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高一开始，我的梦想就是考入郑州
师范学院。到了高三，我感觉伸出双手就可
以碰触到我的梦想，除了背水一战，我别无
选择。”通过文字，何佳丽可以和记者顺利交
流，她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当一名舞蹈老师，
“小时候，每当我看到电视里舞蹈演员们在
五光十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在观众雷鸣般
的掌声中谢幕时，我心里总会油然升起一种
渴望，希望自己也能站在舞台上，成为一名
舞蹈老师。”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和坎坷，
在何佳丽的回忆里，无数次练习舞蹈基本功
咬牙坚持强忍痛苦。
“ 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 4
点到 8 点，老师修改我们的新舞蹈作品、考
级舞蹈内容。大多数时候，我们练习下
腰、横叉、竖叉、压腿、搬腿、前桥等基
本功动作，每一个动作需要反反复复地
练，才能做到位。”她说，有时腿酸痛到让
人忍不住想大喊一声，又不得不咬着牙对
自己说“加油”。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舞需要
付出心血和汗水，刚开始我不会做侧手翻，
而其他同学都能做得很好。我很着急，每天
我就提前 10 分钟到舞蹈室，专门练习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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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翻，有一次摔到了膝盖，痛得我直哭。”经过
每天刻苦的练习，何佳丽的舞蹈基本功越来
越扎实。
目 前 ，何 佳 丽 正 在 家 等 待 大 学 报 到 通
知，每天也会坚持练习舞蹈基本功。
“ 进入大
学后，我会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大
学社团活动，有机会也想参加勤工俭学，减
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对于乐山日报社和市
商业银行的资助，她表示非常感谢，感谢叔
叔阿姨们一路以来对她的关心和帮助。

唐鑫苹从小梦想成为设计师

受访者供图

来对我的资助和帮助，这给予了我很多学习
的动力。”唐鑫苹说。
据悉，今年，受资助学生王佳欣、熊川被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录取。此外，在去年高考
中，受资助学生范思琴、童思雨、郭宏分别考
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受资助学生杨锋、文
佳祁、廖洋雪今年将进行高三补习。10 名学
生所在学校均同意他们继续接受资助，目前
经过了解、回访后，接下来，乐山日报社和市
商业银行将为 10 名受资助学生发放今年的
资助金，每人 2000 元，直至明年结束。

市中区

138 名教师接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张力）9 月 9 日，市中区召开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
表扬大会。大会宣读了市中区优秀交流（支教）教师、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优秀校（园）长表扬通报，并对市中区教育系统的各类优
秀人员共计 138 名教师进行了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据悉，虞开宏、罗韬、邹晓洪等 10 人荣获市中区优秀校（园）长
称号，杨荣琳、曾永红、杨蜀嘉等 52 人获市中区优秀班主任称号，
李贤斌、张晓林、左淑君等 56 人被评为市中区优秀教师，邱虹、袁
金龙、强勇军等 20 人被评为市中区优秀交流（支教）教师。
会上，获奖教师代表虞开宏、廖雨培、赵敏分别发言，表示将倍
加珍惜当下良好的教育环境，努力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心怀教育理想，追寻最理
想的教育。

丰富活动庆祝教师节

市特殊教育学校

本报讯（李雪静 张晓玲）9 月 10 日，市特
殊教育学校举办主题为“赓续百年初心、担当
育人使命”的教师演讲比赛，以此特殊的方式
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
比赛中，选手们用质朴的语言，娓娓讲述
身为特教人的平凡故事以及对教育初心的感
悟。有的老师以自身经历、身边的特教优秀教
师为例，细数教学生活中的感人点滴；有的老
师通过配音，展示对祖国教育事业美好的憧
憬，表达对特教事业的热爱与忠诚、对残疾学
生的挚爱与无私……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句
句感人的话语，充分展示了新时代特殊教育教
师的风采，诠释了幸福与快乐的师德内涵，演
讲内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本次比赛大力弘扬了特校教师无私奉献、
教书育人的崇高师德精神，充分展现了教师爱
生如子的良好师德风范，使全体教师进一步坚
定了做好特教人的理想信念。

乐山外国语学校
乐山立志达高级中学

礼赞教师节
致敬筑梦人

本报讯（外宣）日前，四川立事达教育集
团旗下的乐山外国语学校、乐山立志达高级中
学开展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以弘
扬尊师重教之良风，激发爱教乐业之热情。
会议对荣获学校“管理能手”
“ 教研能手”
“教学能手”
“育人能手”
“服务能手”及“突出贡
献奖”的教职员工进行了颁奖。教师代表谢红
军以《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逐梦前行》为主题发
表感言，表示教师应有一颗不忘初心、矢志不
渝的教心，有一颗立德树人、薪火相传的匠心，
努力做一名平凡而幸福的优秀教师。职工代
表王旭蓉表示，作为学校后勤工作人员，要在
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
活动中，学生代表还为老师们带来了配乐
诗朗诵《致教师》，歌颂老师们青春献杏坛，初
心育桃李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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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区

快递

举办教师演讲比赛

爱心资助给予追梦动力
接受资助的市草堂高中学生唐鑫苹，参
加今年高考被中国地质大学设计学专业录
取。从高一年级起，唐鑫苹便开始学习美术
绘画，想要通过高考走艺体这条路，实现自
己的设计师梦想。
去年 6 月，唐鑫苹开始了漫长的美术集
训，
“ 集训生活是比较枯燥的，但我每天坚持
不断练习绘画，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功底。
目前，我比较擅长画色彩静物、风景。”唐鑫
苹说，正是由于自己的刻苦，去年 12 月初，
她参加四川省美术联考并考取了 275 分的
专业成绩。回校后，备战高考时间紧、任务
重，她跟着老师的步伐进行复习，从未有过
半点懈怠。经过努力拼搏，唐鑫苹在高考中
考取了 459 分的文化成绩。最终，她顺利被
中国地质大学录取。9 月 3 日，唐鑫苹进入大
学报到。目前，她正在进行紧张的军训。
“大
学军训非常严格，每天早上 6 点 10 分就要出
操，晚上 9 点才能结束训练。”她坦言，虽然
身体非常疲惫，但是军训的意义不仅在于锻
炼身体，还在于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力。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设计师，设计师能
把自己心中所想、所爱呈现出来，这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唐鑫苹说，在今后的大
学生活中，她会更加努力、自觉，学好自己的
专业课，学有所成后，成为一名真正的设计
师。
“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内心深处非
常感谢乐山日报社和市商业银行这么多年

校园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当好学生
成长的引路人

9 月 9 日，市城北幼教育集团首届“数学节”活动开幕。
“ 数学节”活动以“以数启思，以玩激趣”为主题，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幼儿园将通过开展班级游戏乐翻天、数学游园嘉年华等活动，让幼儿进一步体
验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走进数学世界、感受数学之美。
图为孩子在游戏中感受数学的魅力。
魏杨 摄

本报讯（李荣富）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激励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开拓创新、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近日，沙湾区紧
紧围绕“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和“学党史、悟思想、强师
德、铸师魂”两大活动主题，以丰富的形式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
9 月 7 日至 10 日，沙湾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先后
来到沙湾职中、沫若中学、沙湾实验幼儿园等校（园），看望慰问
2021 年获市、区表扬的各类优秀教师代表和优秀卫生健康副校
长。同时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区教育教学工作汇报，并与校长、教
师代表深入交流，通过他们向全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
福和崇高敬意。
该区还开展表扬先进树典范活动，共推荐评选出市、区、局
级各类优秀教师 68 名，并利用教育导报、“沙湾发布”、沙湾电
视台等平台对部分优秀教师代表的先进事迹进行推送和展播。同
时，积极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
恩、礼敬教师，为教师亮灯送祝福。
同时，该区召开庆祝大会、座谈会、为 2021 年度（1—8 月）在学
校退休且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 30 年的教师颁发“光荣从教三十
年”证书，为全区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的慰问和美好的祝福。各校
（园）纷纷开展以“感念恩师”为主题的班队活动，通过演讲、歌咏会
等形式，表达学生对教师的感恩与祝福。

本报讯（记者 张波）9 月 10 日下午，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庆祝第 37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举
行。
“送给你小心心，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
命中，太多的感动……”在《听我说谢谢你》的
温情歌声中，表彰大会拉开序幕。现场为获得
省、市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了颁奖。在
退休教师荣休仪式和新教师入职仪式环节。
学校领导分别为 3 位退休教师颁发了证书和
荣休纪念杯。新教师代表作了表态发言，10
名新教师齐声朗诵了诗歌《请党放心 乐职有
我》。
该校相关负责人向全体教职员工表达了
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及集体表
示祝贺，希望全院教职工要立德修身、潜心治
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
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乐山一职中

举行第 37 个教师节
庆祝大会

9 月 10 日，乐山东辰外国语学校举行尊师典礼活
动。同学们向全体老师敬献鲜花、三鞠躬行尊师礼，
举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认真学习，追求卓越”宣誓
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张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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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波）9 月 10 日，乐山一职
中举行第 37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当日，学校领导班子提前到达会场，为走
进会场的教师们送上鲜花、纪念品和节日的祝
福。会上宣读了受到省、市表彰的教师名单，
对突出教师、突出教育工作者等各级各类先进
个人及集体进行了表彰、颁奖，为退休教师送
上纪念品。
该校负责人希望全体教职工在爱岗敬业，
履行职责的同时，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
加进取的拼搏精神、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在
办学新征程中乘风破浪、奋勇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