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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祝宋彪老师教师
节快乐！事业蒸蒸日上！生活
开开心心！”1998年出生的宋彪
老师，昨天首次在教师节收到学
生的礼物——一本笔记本。

宋彪，阿联酋阿布扎比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
项目冠军，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最高奖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并荣获“江

苏大工匠”称号。
宋彪去年从江苏省常州技师

学院毕业后留校，在智能装备学院
教钳工和综合加工。宋彪说，去年
是他过的第一个教师节，虽然没有
收到教师节礼物，但心里仍然很高
兴。“因为可以把自己的所学教授
给学弟学妹们，使他们的技能水平
有所提高。”

今年教师节，他一直在为学

校成立 60 周年相关活动奔忙。
忙碌之余，一位中德国际班的
学生找到他，向他表达教师节
的祝福后，代表全班学生，把一
本笔记本赠送给了他。

宋彪表示，这本笔记本虽然
普通，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我会一直保留着它，它会一直
激励着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老
师。” （吕洪涛）

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宋彪

首次收到教师节礼物

兰兰：
大家好，我是兰兰！
陵陵：
大家好，我是陵陵！
兰兰：
今天开始，我将和陵陵一起

主持一个新的栏目！
陵陵：
栏目叫《兰兰陵陵说文明》，

请大家多多关照！
兰兰：
陵陵，考你一个问题，好吗？
陵陵：
你说说看？
兰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

么你知道吗？
陵陵：
这么简单啊，在我们常州，可

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啦！
兰兰：
不能吹牛哦！
陵陵：
兰兰你发现没有，只要我们

走出家门，在小区里、马路上、公
交站、公园里、广场上、医院、学

校，还有很多的单位里，都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呢！

兰兰：
是啊，我每天上班经过市民

广场，广场边特别醒目的24个字
核心价值观宣传牌，做得很有创
意很漂亮呢。要不，你把24个字
说来我听听？

陵陵：
随口就来！国家层面是：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
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
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兰兰：
说得还挺溜啊，能不能举个

例子来解释一下？
陵陵：
好，就拿公民层面的来说

吧，举个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例子：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
召，做到勤洗手、多通风、少出
门、出门戴口罩，不给社会添乱，
就是“爱国”；

陵陵：
广大医护人员、人民警察、

基层干部不惧疫情争当“逆行

者”，就是“敬业”；
陵陵：
外来人员不隐瞒行踪、及时

报告、自我隔离，本地居民配合
体温检测、主动出示“健康码”，
就是“诚信”；

陵陵：
广大志愿者、基层党员长期

担任防疫知识宣传员、居家观察
代办员、后勤保障服务员、心理
陪护疏导员等一线角色，帮助解
决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问
题，就是“友善”。

兰兰：
陵陵你说得太好了。那如

果让你来评价我市宣传普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你会
怎么说？

陵陵：
那当然是“非常满意”！

文明 郑雨露 编辑整理

“兰兰陵陵说文明”之一

对全市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的评价

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常乐之州，这是我们共同的家。2017年，常州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
连冠”，同时成为全国首批全域文明城市，这是所有常州人共同的荣耀。新时代，明星城，“强
富美高”新征程，文明没有旁观者。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人人都是出品人。文明就体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中，体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和践行中。建设明
星城，文明你我行。你怎样，常州便怎样；你文明，常州便令人向往；你优秀，常州便因你而出
彩。

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刊出“兰兰陵陵说文明”专栏，动员市民全面了解、全面参与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工作。文明最美，一言一行皆风景，你我一起努力！

编者按

又到教师节。丽华
新村第二小学大队部在
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向全
体少先队员发出了“师恩
铭记 倡导节俭”活动倡
议，引导队员做到两个

“不”、五个“一”。
两个“不”为不送鲜

花、不送礼物。孩子们可

以通过五个“一”向老师
们表达爱，包括一个热情
的拥抱、一条自编的短
信、一幅老师的萌画像、
一件亲手制作的手工作
品、一份改正缺点的决心
书。

牟凌霞 毛翠娥 图
文报道

以爱之名，亲亲吾师

前几日，“小晴歌”连
续循环播放，我市白天太
阳还是很有劲道的，气温
自然也不低，基本都在
34℃上下。昨天一场雨，
立马让降温开启了加速
通道，白天最高气温降至
30℃。

高温作为强弩之末
终于要退出今年的天气
舞台了。从最新的气象

资料来看，我市今天起最
高温将开始“2”字打头，
天气会逐步转好，12-14
日天空云量较多，到 15
日还将有一次较明显降
雨过程；气温方面，今天
起最高气温会降至 29℃
上下，早上最低气温在
22-24℃，人体感觉会比
较舒适。

尹梦真

今天起气温“2”字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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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是第 36 个
教师节。市委书记齐家滨、市
长陈金虎和市委副书记蔡骏
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三路走
访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同日，市教育系统第 36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在市第五
中学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陈涛出席并讲话，市领导蒋
自平、陈正春、赵正斌出席。

齐家滨、方国强、陈正春
一行首先来到常州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平冈校区。齐家
滨详细询问了学校集团化办
学情况，对集团通过加强教师
轮岗交流等方式，培养高素质
教师队伍，促进优质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予以
肯定。

常州市河海实验学校是
一所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
齐家滨来到多个教师办公室，
与一线教师们亲切交谈，询问
学校办学及教学安排等情况，
希望教师们根据不同年龄段
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培育更多
优秀学生。

走访慰问中，齐家滨指
出，近年来全市教育事业快速
发展，群众对教育工作期望也
越来越高。全市广大教师要
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
师标准，更好地担负起培养优
秀人才的重任。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
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提
高教师地位待遇，进一步营造
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齐心协
力加快推进高水平教育现代
化进程。

陈金虎、陈涛、陈建国、李
林一行先后来到常州老年大
学、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和常
州大学西太湖校区，向教师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

在常州老年大学，陈金虎
看望慰问了该校教师，希望他
们继续创新教学内容和形式，
全力为老年人开创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终身教
育基地。

在走访慰问江苏省武进
高级中学时，陈金虎指出，今
年广大教师迎难而上，奋战在
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不
停教”两条战线上，着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
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使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在常州大学西太湖校区，
陈金虎感谢常州大学广大师
生为常州高质量发展作出的
巨大贡献，希望常州大学能继
续发挥自身优势，为推动五大
明星城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
和智力支持。

蔡骏、周昌明、赵正斌一
行先后走访了戚墅堰高级中
学（省常中分校）、东坡小学、
丽华中学、武进区横林实验小
学，来到一线教师中间，送上
鲜花和节日祝福。

在戚墅堰高级中学（省常
中分校），蔡骏嘱托年轻老师
牢记立德树人初心，争做“四
有”好老师，并将省常中的品
牌和教学理念发扬光大。

今年 9 月，朝阳桥小学整
体迁入新建的东坡小学。蔡
骏参观了全新的校园，希望学
校以搬迁新校区为契机，不断
提升教育质量，打造新优质学
校。

昨天的教师节庆祝大会，
为“龙城十佳”“师德标兵”“优
秀教育工作者”等近500名优
秀教师颁奖。

陈涛指出，今年全市教育
系统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在
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上
作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显著
成效。他表示，城市发展靠人
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振
兴靠教师。各级党委、政府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树立
好尊师重教“风向标”。社会
各界营造好尊师重教“大环
境”，推动形成“政府重教、社
会助教、全民支教、教师乐教”
的尊师重教“好风尚”。

（舒泉清 尤佳 毛翠娥）

教师节庆祝大会同日举行

市领导走访慰问一线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