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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楼幼儿园老师们通过阅读修身立德。

鄞州区首南一小 405 班的孩子用硬纸板做了创意音乐盒赠予老师。

浓情九月，
甬城学子别出心裁敬师恩——

给数学老师出题，答案是 910
列
“送礼”
清单，关键词是尊重
每年的教师节，许多人都会为要不要给老师送礼，送什么礼纠结不已。刚刚过去的第 34 个教师节，甬城
学子别出心栽给老师送去了这些特殊的
“礼物”
，既不会让老师为难，更彰显心意。

1 美好祝福藏在函数题中
刚下课，宁波二中数学组的孙老师就和同事们分
享了他上课时收到的一件特色礼物，学生给他出了一
道自己编的函数题：

Mg+Zn2+= Mg2++Zn，很贴心地标注了一句:你的美
（镁）取代了我的心（锌）。这样表白好像还不够，继
续加一句：淑儿姐，你就像 CCl4（四氯化碳）一样无
法取代。
若
，
这张卡片暖到了于老师，也暖到了她朋友圈里的
人，
朋友们纷纷点赞留言，
老师做成这样真的值了。
求
王老师收到的礼物比较实际，他收到了一套顶天
求解结果是 910。老师们不禁感叹现在的孩子有心又
立地的“独栋别墅”，这是徐同伟和小伙伴们画在黑板
有才。
上的一套房子。王老师感叹，这是十五年来收到最特
化学组于老师也一样收获了惊喜和感动，她在
殊的礼物，虽然是画的，但是感谢同学们的用心。有同
朋 友 圈 发 了“ 我 的 学 生 最 可 爱 ”，晒 出 了 几 张 卡 片 。 事打趣，也许一位伟大的天才设计师就此诞生了，等王
其中一张是学生朱雅铭写的卡片，也让人忍俊不禁， 老师步入耄耋之年，这位天才学生真的会在乡间盖了
卡片上写着一道别有深意的置换反应离子方程式
一栋别墅送给王老师安享晚年。

2 小学开出“温暖牌”送礼清单
教师节，宁波行知实验小学有巧思，向广大学生、 “老师好”
，
这也是感恩……
家长发出了一份给老师的
“送礼”
清单，
列出 9 种礼物。
这份清单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一发出，后台迅速
给家长的清单上，
“ 尊重”
“ 相信”
“ 支持”是关键
涌进近百条家长留言，都在为自己孩子的老师点赞，还
词。上面写着：
“请给予老师尊重，尊重老师的职业，尊
有家长立即想报名做义工。
重老师的正确决定。”
“请给于老师相信，相信老师的职
“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大家看到学校对教师节送
业素养，相信老师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您的孩子。”……
礼的明确态度，让焦虑、纠结的家长们能够释怀。”该校
在给孩子的清单上，呼吁用实际行动感谢老师的
党支部书记沈晓英说。
谆谆教导。例如，认真地完成每次家庭作业，靠自己的
王碧静老师认为，感恩老师并不需要去做惊天动
努力取得进步，这是对老师辛勤工作的最好回报；不管
地的大事，点滴小事的背后，包含的正是你对老师的尊
校内校外，遇到老师，一抹淡淡的微笑，一声甜甜的
重和肯定。

3 创意祝福贴近生活更贴心
教师节当天中午，鄞州区东湖小学的校园广播里
传来阵阵祝福声，仔细听，这回孩子们送出的祝福不同
寻常。大伙儿以水果为题，真情流露，礼赞最爱的“水
果老师”。
505 班钟林睿把健美操老师张文琼比作一枚黄金
奇异果。
“ 张老师，您就像一枚奇异果，活力四射。同
时，您也是给我们补充维 c 的奇异果，清香鲜美，酸甜
宜人，我要跟着您在运动中变得更加健康、快乐！”
“我的班主任吴小云老师就像荔枝”，605 班杨
开闻在广播里说道，
“ 如果上课开小差，您严厉批评的
表情就像荔枝坚硬的外壳；当您得知我们取得优异的

成绩，脸上便会露出欣慰的笑容。此刻，我们的心情就
像尝到了酸甜多汁的荔枝。”
水果是孩子们最常吃的食物，此举把水果和老师
联系在一起，
期望彼此能在心理上拉近距离。
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的学生们发挥专业特长，运
用在专业课和选修课上学得的技能，给老师送惊喜。
操作间内，汽修专业的学生正仔细为教师车辆维护保
养；在“楸木堂”木作实训基地，学生制作了精美的木制
鲁班锁、笔、勺子馈赠老师，在表达心意的同时，传承和
发扬传统技艺，
培养工匠精神。
吴彦 潘旭红 张玉菲/文 吴彦 王琳 李萍/摄

这所小学人人都有德育作业
伴随着柔和的音乐，操场上，宁海县城东小学的孩
子们一边用双手有节奏地表演手语舞，一边齐声诵读
《弟子规》，响亮的声音吸引了师生们驻足观看。
当天，该校进行了一场暑期德育作业展示汇报
会。全校 25 个小队在操场上依次摆开摊位，亮出各队
的学习实践成果，接受师生们现场评比、考核。
该校倡导人人做公益，人人成为志愿者。从 2017
年起，实行每个年段轮流做公益。今年暑假，特地布置
了德育作业，进一步扩大参与面。根据不同年段孩子
的特点，每个年段都有特定的主题。例如，一、二年级
“我伴你阅读”，三年级“助力垃圾分类”，四年级“五水
共治”
，五年级
“传承红色基因”
。
家长徐颖丽是一名国学爱好者，常年在各地开课
讲学。暑假里，二年级 24 名孩子跟着徐妈妈诵读经典
国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孩子

们将学到的国学知识活学活用，潜移默化到了生活
中。他们见到老师会鞠躬问好，同学之间互相关心，孝
顺父母老人。
活动吸引了诸多家长参与。他们带着孩子前往宁
海县垃圾分类示范点胡陈乡梅山村走访参观，
后又将学
到的垃圾分类知识制作成宣传册向城区市民分发宣传。
“德育光靠说教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们倡导以身
体力的方式让大家在无私奉献中感悟成长。
”
该校德育副
校长徐建利说，
目前有的孩子年纪小，
有的经验不足，
所
以有的小队活动由家长来
“操持”
。随着孩子们年龄不断
增长，
鼓励自己策划组织，
老师家长成为
“辅助者”
。
据悉，学校先后联系 5 家单位成为志愿服务基地，
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一年多来，
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1500 余人次，
服务时间 3000 余小时。
吴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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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市教师的一封信
尊敬的老师们：
“ 令 公 桃 李 满 天 下 ，何 用 堂 前 更 种
花！”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
用这句美好的唐诗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祝
愿：
祝您桃李芬芳，
愿您事业辉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九大报告把
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基础工程，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作为美好
生活的题中之义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
之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成为时代
的重托。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一肩
挑着学生的今天,一肩挑着国家的未来，
教师强则教育强，教育兴则国家兴。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 全社会要大力弘扬尊师
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
重的职业”。人民教师，正在迎来最受尊
崇的时代，
正在迎来照亮生命的舞台！
“老师”的称谓，表达着学生的尊重，
更宣誓着教师的责任。诚如服从命令是
军人的天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教
书育人就是我们教师的天职。教师的天
职以师德为底色，以才华为底气，师德不
是空洞的说教，要把奉献铸进灵魂；才华
也不是与生俱来，要用坚守造就卓越。梁
启超先生曾这样鼓励我们：天下事业无所
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
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走上三尺讲
台，老师们就承担了“教书育人”的庄严天
职，也拥有了“能成世界能成我”的事业平
台。我们要心中有理想，手里有本领，身
上有正气，脚下有定力，为师一日，表率一
天，把师德作为我们的最高追求，把才华
作为我们的最美容颜！
松柏之可贵，在于岁寒而后凋；师德
之伟岸，也在于傲然而守望。在价值多元
的当下，也有一些老师们会面临困惑，会
心生彷徨，会为了几个铜板而东张西望。
时代的车轮下，一念之差，就可能丢掉尊
贵的灵魂；一着不慎，就会换来质疑的眼
神。没有师德，意味着对天职的亵渎；没
有才华，意味着对信任的辜负。社会向我
们投之以清澈的眼神，我们也要报之以眼
神的清澈。面对日复一日的讲台生涯，面
对莘莘学子的崇敬目光，老师们要坚守心
中美好，坚信事业崇高，坚定引路有方，坚
持快乐健康，让校园成为学生成长的摇
篮，
让课堂成为学生求知的天堂！
九万里风鹏正举，八千里路云追月。
新时代，党和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视
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爱教师，教师
的地位将更加凸显，教书育人的条件将越
来越好。当然，老师们也面对着舆论误
解、升学压力等现实挑战，有时也会身心
疲惫甚至夜不成寐。面对压力，老师们需
要的是勇气，需要的是定力。作为宁波教
育工作者的娘家人，我们必将为担当者担
当，对负责者负责。我们永远会是老师的
守护者，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守护老师，就
是守护教育；守护教育，
就是守护明天。
诗人汪国真说：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
只顾风雨兼程；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
地吐露真诚。”老师们，既然选择了三尺讲
台，
那就让我们义无反顾、
全力以赴！
中共宁波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朱 达
教育工委副书记、
市教育局局长 黄志明
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