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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遇到困难时，是您的耐心
讲解，使我豁然开朗；当我犯错时，
是您的正确引导和鼓励，让我重拾
信心……”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同学
们有很多心里话想对老师说，师恩
难忘。大家也会努力学习，不断进
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老师以我
们为傲。 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605班 马辰昊（证号2016345）

我想
对

老师辛苦啦

赞美您

敬爱的老师，我很荣幸在稚嫩的时候遇见您，
您细心栽培，欣慰地看着小树苗长大。很庆幸在年
少迷茫时碰见您，您拨开云雾，让我见到光明。这么
多年的恩情，我有说不尽的感激，却无以回报。假如
我是诗人，我会写一首赞美辽阔大海的诗，并把它
献给您——我胸怀博大的老师。
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603班
钱左凝（证号2016334）指导老师 蒋静儿

春天，您化作一缕和煦的春风，在我们的心田
撒下知识的种子；夏天，您又像一个香甜的草莓冰
淇淋，用知识的力量为我们驱散炎热；秋天，您是那
金灿灿的稻穗，带领我们感受秋季的美好，享受丰
收的喜悦；冬天，您好似一抹温暖的阳光，照耀我们
起航的路。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您都守候在我
们身边，呵护我们的成长！
鄞州区学士小学202班
潘昊楠(证号2018370) 指导老师 王佳露

我的小璐老师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而且
老师的耳朵可灵光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凑在一
起小声地讲话，都会被小璐老师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是栽培我们的小园
丁。我是一名住宿生，每一次经过办公室时，总能看
到小璐老师坐在书桌前，准备着明天的课。所以小
璐老师的每一节课都很生动有趣，我们都很喜欢。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303班
何嘉蕊(证号2021898) 指导老师 周璐

从我步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是您使我获得无穷
的知识。

在我遇到困难时，是您的耐心讲解，使我豁然
开朗。在我犯错时，是您的正确引导和鼓励，让我重
拾信心。在我获得成就时，是您投向我点赞目光，使
我更加努力。

在这一年一度特殊的节日来临之际，我想对您
说，李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鄞州区邱隘实验小学602班
董博文(证号2000449) 指导老师 李依璐

一转眼已经三年级了，潘老师为我花了多少心血！
一年级的时候，我是一个爱玩的孩子，总是做

出调皮的事情，但在您的帮助下，改掉了坏习惯。在
您悉心教导下，让我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步。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304班
杨趁(证号2011007) 指导老师 潘春艳

当我懵懵懂懂走入学校的时候，是您陪着我们
一步步走到了三年级。您不辞辛劳地教我们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也许我们常常抱怨，您对我们的要求怎么这么
多？您布置的作业怎么这么难？可当我们班级期末
考试平均成绩遥遥领先的时候，当我们班在各类比
赛中取得了好成绩的时候，我们知道与您平时的付
出分不开。

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306班
张辰曦（证号2011251）指导老师 张双亚

祝福您

每逢教师节，同学们总会送上一
束束美丽的鲜花。而您却笑着告诉我
们，努力和进步才是最好的礼物。

老师，您把柔情给了我们，把母
亲般的爱给了我们，您因我们而老
去，我们因您而茁壮成长。

“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深海，桃李
满天下，春晖遍四方。”您引领我们走
过了五年的路，路上星星点点，都是
我们的收获。
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605班
闻子涵（证号2016346）
指导老师 吴红波

当我看见小弟弟、小妹妹入学的
情景时，我就会想起曾经的我。

那天，我不愿意进教室，您伸出
温柔的手，牵着我的小手，带我进了
教室，从那时起，我不再害怕上学。天
天盼望看到您的笑脸，您把每一篇文
章都讲得生动有趣，是您让我进入了
知识的海洋，引领我茁壮成长。上课
时，您是我们的好老师，课下时，您像
我们的好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们。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祝您节日
快乐，工作顺利！
海曙区横街镇中心小学501班
黄巧楠(证号2011039)
指导老师 柳钱勇

程老师，您每天都要站在讲台上
给我们上课，您的腿肯定很麻，嗓子
肯定很疼吧？

程老师，您不仅每天要准备给我
们上课用的资料，还要给我们全班45
个同学批改试卷、作业，您的手一定
很酸、眼睛一定很难受吧？

程老师，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对您说，程老师，您辛苦了！

祝愿您身体健康，永远那么温柔
漂亮！
鄞州区宋诏桥小学309班
方九洲 (证号2012543)
指导老师 程扬扬

胡老师，开学那天，我们没有见
到您。听说您骨折了，一定要好好休
息哦！祝您早日康复。

课堂上，少了您那亲切的微笑，
我们都有点不习惯呢！真希望您快快
回来呀。但是妈妈说，“伤筋动骨一百
天”，您一定要把伤养好。

您躺着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在
想我们呢？真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
天！
慈溪市第四实验小学404班
胡暖欣(证号2006079)
指导老师 陆丹

说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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