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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8

我市举行第 35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

900 余名教师获表彰

镁光灯、红肩带、大合影，看似低调的表彰大会处处透着庄严。9 月 9 日，今年的
教师节
“追星”大会在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会议室举行。
在宁波市第 35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上，900 余名教师喜获先进表彰。其中，7 名
基层一线教师获全国级荣誉，一名乡村青年教师入选国家培养计划。来自我市各区
县（市）的部分教师作为先进代表受邀来到现场登台领奖，还有 5 名教师和大家分享
了在教育教学中的生动故事。

三尺讲台上的“明星”
我市现有 11 万余名教师，在三尺讲台
上，他们默默耕耘，以培养出各类优秀人才为
己任。
表彰会现场，首批被宣读的是王利明、金
银姬两名教师。今年暑期，他们被授予“全国
模范教师”荣誉称号。同时，石晓为、苏秀榕、
沈海明、李志勇、张立峰等 5 名教师被授予
“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潘林佳老师入选
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另有 900 余名教师获省杰出教师、省师
德标兵、省教坛新秀、宁波市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成绩突出个人、宁波市首批“四有”
好老师、第 31 届“王宽诚育才教师”、30 年功
勋班主任、宁波市第七批名校长、骨干校长等
荣誉。
“表彰会发言，超紧张。”金银姬老师是余
姚梦麟中学的一名 80 后教师，作为高中思政

课老师，她将枯燥的内容讲出了生活味。接
受采访、登台发言时，她也不掩饰紧张，一举
一动流露出一线教师的真实和质朴。她的学
生们，
最爱的就是这种
“魅力”
。
潘林佳老师来自奉化溪口镇班溪小学，
用她自己的话讲，这是一所超出预期的偏远
山区学校。在那里，她曾彷徨也曾迷茫，但凭
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爱，她走遍所有孩子
的家，也走进了孩子们的心房。条件不好就
自己创造，她不仅用无私的爱温暖着每一个
学生，还创建了一支义工队，让孩子及家长体
会更多的教育真谛。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王正才、鄞州中学史
维东、宁波中学邵迎春的发言，也饱含着同样
的深情和厚意。不谈成绩，少谈荣誉，他们更
多的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讲述教育教学中
的感动瞬间。

大力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此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始终强调“大力弘
扬尊师重教风尚，加快推进‘两个走在前列’”
的主题。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我市通过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全市学校布局和教
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
加强，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明显提高，较
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的期盼 。
尤其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立德树人、
服务城市发展、着力提升内涵等多方面取
得了较好成效。比如，在全省率先实现教
育基本现代化区县 （市）“满堂红”，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成绩连续 7 年稳居全国
第一方阵，宁波大学进入“双一流”大学
行列，宁波诺丁汉大学办学质量居全国中
外合作大学前列，教育国际化水平稳居全省
首位。
大会上，相关领导感谢广大一线教师的
辛勤耕耘和拼搏付出，同时依照人民群众对
教育的新需求、新希望，对宁波教育提出了几
点意见：坚守育人初心，让宁波子弟更加优
秀；坚决保障待遇，让宁波教师舒心从教；坚
持优先发展，
让宁波教育走在前列。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张土良

我市进一步部署
失智老人关爱项目

5 年将筛查
失智症老人8万例以上
本 报 讯（记 者 陆 麒 雯 通 讯 员 李 湘 兰
杨红英） 9 月 21 日是国际失智症日，市卫健
委等 11 个部门近日联合发文，对失智老人关
爱项目的实施进行了更明确细致的部署。
据去年开展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我市
老年人中，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有 30%、中
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有 13.2%、重度认知障碍的
约有 1%。2013 年 5 月，得益于宁波市荣誉市
民、台胞朱英龙先生的倡导和帮助，我市启动
了失智老人关爱项目。
文件要求，2019 年-2020 年全市每年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 50 场，2021 年提高到 60 场，
2022 年-2023 年提高到每年 80 场以上。5 年
全市累计开展 300 场以上宣数活动，以提高
市民对失智症的知晓率。
文件要求，到 2020 年，每个区县（市）失
智症筛查人数达到辖区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
口总数的 2%以上；到 2023 年，每个区县（市）
筛查人数达到辖区户籍老年人口总数的
5%。5 年全市累计完成筛查人数 8 万例以上，
实现早诊早治，
有效延缓病情发展。
到 2020 年，筛查确诊的失智老人早期治
疗率达到 20%以上，
2023 年提高至 50%以上。
到 2020 年，每个区县（市）各级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接受系统培训的护理人员至少达到
20 名；到 2023 年，每个区县（市）培训人数至
少达到 50 名。5 年全市累计接受系统培训的
护理员达到 500 名以上。
到 2023 年，
每个区县（市）至少有 1 家养老
机构开设失智症照护专区，有 1 家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提供失智老人日间照护或喘息服务。
文件中还提到，要进一步完善失智症筛
查报告和管理网络，健全失智症照护服务网
络，完善失智症诊疗照护保障政策，推进失智
症干预治疗工作，
加强失智症服务队伍建设。
记者了解到，我市自 2016 年 3 月启动关
爱失智老人“阿拉伴”活动以来，累计组织各
种志愿服务上百场次，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超
过 10000 人次，
惠及近千个失智症家庭。

鄞州云龙镇设立
人才专项奖励基金
7 名优秀教师昨获奖

情满宁大·我和国旗同框
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一张张笑脸意气风发。昨天，宁波大学有思广场成了一片红色的
海洋，
“情满宁大·我和国旗同框”
主题活动在这里进行。
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活动，有全宿舍一起的，也有和闺蜜一起的，大家纷纷拿起
手机，拍下和国旗同框的照片。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洪银娇 胡静力 文/摄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鲍丹萍）
打造“端午小镇”，人才是第一资源。昨晚，鄞
州区云龙镇第 35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上，王笙
舲小学高级教师汤妙等 7 名教师上台领奖，他
们荣获云龙“竞渡”奖，每人可获 1 万元奖金，
这是云龙镇首次发放“竞渡云龙”人才专项奖
励基金。
汤妙扎根农村美术教学 20 年，专心钻研
教学业务。今年 6 月，她带着一群农村娃和他
们的油画作品在李元摄影艺术馆举办专场展
览，在省市内形成了品牌力量。去年，学校被
评为鄞州区艺术教育油画项目培训基地，由
她主编的《几米漫画》获 2019 年鄞州区拓展
性课程一等奖。
就在前两天，
《
“竞渡云龙”人才十条》新
鲜出炉，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成立“竞渡云
龙”人才专项奖励基金，专门奖励在年度人才
工 作 中 表 现 出 色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总 额 高 达
1000 万元。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云龙镇实
施“竞渡云龙”人才计划，对引进区级以上高
素质人才项目落户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
元、连续 3 年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