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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章佳敏

近日，区教育局主要负责人一行前往常绿镇中
心幼儿园和常绿镇中心小学进行节日走访慰问，感
谢广大教职工在服务教育事业、培养优秀人才方面
付出的辛苦努力。他们先后实地察看常绿镇中心

幼儿园和常绿镇中心小学的校园环境和学校配套
教育教学设施，详细了解学校疫情防控、教育教学、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向教师代表
送上鲜花，并颁发常绿镇“优秀教师”荣誉证书，勉
励他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无私奉献，为常绿教育
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常绿镇全体教师对区教育局及镇党委、政府的
关怀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表示将时刻牢记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以无私的育人情怀、高尚
的职业道德、卓越的工作业绩奋力推动常绿教育事
业再上新台阶。

各乡镇（街道）举行庆祝教师节暨表彰仪式

匠心筑梦创教育 培根铸魂育新人

通讯员 陈东

尊师重教暖人心，殷殷关怀寄厚望。9月8日
上午，富春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一行先后走访富
春二幼、富春五幼等9家公办幼儿园，开展教师节
慰问活动。

一行人参观富春二幼、富春五幼园内环境，
详细了解幼儿园的教育和建设情况，询问教学师

资力量和学校特色，认真检查安全管理落实情况
等，勉励教师们立足本位，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
争做“四有”好老师，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为富春街道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还向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
日祝福，并向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在幼教一线的
教师们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她们为幼教事业辛勤
付出。

在第38个教师节期间，富春教育基金对9家公
办幼儿园44名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和获得
富阳区一等奖以上 32 项教科研成果进行表彰奖
励。同时，对幼儿园老师进行考核奖励。全体教师
表示，在富春街道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将把这份温
暖转化为更高的热情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不忘初
心、用心施教。

记者 王小奇通讯员 余明艳

月到中秋分外明，双节临门喜事爽。9月8日
下午，春建乡举办教育基金奖励仪式暨建设“茶艺
之乡”中秋座谈会，区教育局、区教育局城区辅导中
心等相关负责人，春建乡党政班子成员，乡贤会、商
会等负责人，乡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各行政村代
表等4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教育改革发展大计，齐
心协力推进“茶艺之乡”建设。会议表彰春建乡
2021学年优秀教师及任教30年教师。

会上，春建乡2021学年优秀教师代表、优秀学
生代表，乡贤代表、商会代表等畅所欲言，大家围绕
教师成长、教育事业发展、“茶艺之乡”建设等方面，
结合实际情况，谈感受、提建议。

受表彰优秀教师代表朱彩虹、傅建丹表示，教
师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感恩社会各界对教师团体的
关心和帮助，将坚守教育初心，发扬春蚕精神，在平

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乡中心小学校长史晓峰、春建乡中心幼儿园园

长方燕萍分别介绍各自学校的发展情况，表达对乡
党委、政府，乡贤商会等社会各界支持教育工作的
感谢，并表示将结合“茶艺之乡”特色继续做好教育
工作。

乡贤会会长周建富表示，广大乡贤心系桑梓，
将继续为家乡发展贡献乡贤力量。商会会长张正
明为春建教育基金能够发挥作用感到欣慰，并现场
追赠资金用于春建教育事业发展。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肯定春建乡近年来教育
发展的成绩，对获奖教师和学生表示祝贺，并结合
春建乡教育工作实际，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秉承教育初心，为春建“茶艺
之乡”建设贡献教育力量。

最后，乡主要负责人对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
日问候，对关心和支持春建教育事业发展的区教育

局、广大乡贤、商会会员致以诚挚的感谢，并鼓励
“茶乡”两所学校能够办学特色更加鲜明，教育质量
更加优质，校园环境更加美好，逐步提升茶乡孩童
的幸福感。

记者 王小奇通讯员 周舒琪

9 月 9 日下午，里山镇举行庆祝第 38 个教师
节活动暨里山夏震武教育基金发放仪式，厚植里
山教育基础，表彰激励教师，奖励优秀学子，营造
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加速推进里山镇教
育事业健康和谐发展。区委统战部、区教育局等
相关负责人，里山镇部分班子成员，江南教育指
导服务中心负责人、里山乡贤代表、商会代表等
参加。

一直以来，里山镇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把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为最大民生。近年
来，里山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
在课程建设上，里山镇中心小学的浙江省立项课
题《品读乡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德育品质提升的
实践探索》荣获杭州市 2021 年教育科研优秀成
果三等奖。里山镇中心幼儿园 2021 学年承担区

级展示课 3 次，2022 年有 5 个课题获得区级立
项。在特色培育上，里山镇中心小学继续深挖

“一杯清茶、两袖清风、三尺讲台、茶香四溢”的清
廉教育做法，成功创建为富阳区第三批清廉教育
示范学校，并且推荐申报杭州市清廉教育示范
点。持续做细“茶文化”特色，以劳动教育为切入
点，开展“育茶—斗茶—集茶—诵茶—美茶—留
茶”六个环节活动，2021 年被评为富阳区首批新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里山镇中心幼儿园的“穿山
甲”课程依托动物形象，通过自然教育形式，培养
幼儿敬畏心的同时，发展他们的成长型思维，加
强心理韧性，增强抗压能力；表演《说茶》多次上
国家级媒体。

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
进步的重要基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提高
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
族创新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

性意义。教师职业光荣而神圣，教育事业崇高
而伟大。里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乎里山未来的
发展，希望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负重托，不断
推进里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再
创新辉煌。

2020 年，里山镇成立夏震武教育基金，受到
广大乡贤和商会会员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为里
山夏震武教育基金筹集资金 185.3 万元。截至
目前，已奖励师生 130 余人，营造良好的崇文重
教的社会氛围。今年，又有一批乡贤、商会成员
向夏震武教育基金捐赠资金。

活动现场，举行夏震武教育基金捐赠仪式，
宣读夏震武教育基金获奖名单，表彰优秀教师、
灵峰好少年、荣退教师，颁发“夏震武教学奖”。
镇中心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快板节目《说茶》，
里山镇中心小学带来的“茶艺”表演，赢得阵阵
掌声。

通讯员 张雨阳

近日，龙门镇举行庆祝第38个教师节大会，从
优秀学子、优秀教师、优秀学堂三方面汇报龙门镇
2021学年教育教学成果。宣读并表彰2022年龙门
镇优秀教师，章其祥、邵铃红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发
言。

镇主要负责人以“明年花胜今年红”为题，用为
谁培养人、谁来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四
句话，分享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和对龙门教育人的美

好期待。
他说，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培养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四有”新人。要面
向全体学生实施全面教育，系统全息地落实德智体
美劳等全面发展，更加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审美
教育、社会实践和劳动体验。要以学生为中心，抓
住学生成长关键期，精准实施教育策略，大力开展
基于自然成长、奠基人生幸福的天性激发教育和
习惯养成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
化、用工作科研化、科研课题化、课题成果化、成果

应用化的思维，强化教育科研意识和实践研究。
要坚持知行合一，以大地为课题，拜人民为师，充
分利用乡土教育资源，鼓励学生以“生子当如孙仲
谋”的孙权之赞和“来这里读懂中国”的龙门之赞为
激励，不断跳出思维弄堂，跨越心理的石塔，跟上都
市的节拍，跃升发展的龙门。要强化党建引领，全
面贯彻教育方针，优先保障教育发展，更大力度地
动员全社会资源力量，更好地营建尊师重教、奖教
奖学氛围。

通讯员 杨磊方蕾

“金秋九月，中秋月圆”“尊师重教，桃李满
园”。9月8日上午，场口镇主要负责人带队来到辖
区学校、幼儿园、民办培训机构开展节前走访慰问
活动。

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杭州市黄公望高级中学、

老鹰画室、场口镇中、场口镇幼、场口镇小、场口成
校等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
候和美好祝福。慰问组详细询问各学校目前教育
特色发展现状、教育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学校在建项
目推进等情况，并鼓励他们充分调动和发挥高级教
育人才作用，更好地促进场口教育长远发展，为场
口镇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作出新贡献。同时，

要求学校要关心关爱教师，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教育教学工作，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让广大
教师安心从教。

场口镇也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加
大宣传引导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
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通讯员 施尧兴

9月9日，渔山乡召开“迎接党的二十大，培根
铸魂育新人”优秀教师表彰大会，表彰渔山乡2021
学年优秀教师和优秀后勤工作者，教师们还重温入
职宣誓并签署廉洁从教承诺书。

乡主要负责人充分肯定近年来渔山乡教育事

业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新的期盼和要求。
他说，渔山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

展，要坚定理想信念，以“树人”为根本，以“减负”为
关键，以安全为底线，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理想、培养
良好品质、掌握知识技能，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优秀人才。学校要更好地发挥名师引领和示范
作用，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优化教师育才环境，

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渔山教育振兴是
共同的愿望，更是共同的责任，乡党委将一如既往
关心、重视、支持教育工作，坚决维护教师权益，大
力弘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展望未来，前景灿烂，
同时也蕴含新的挑战，要振奋精神、满怀信心，迎难
而上，共同谱写渔山教育新篇章。

富春街道：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

春建乡：举办中秋座谈会 共商建设“茶艺之乡”

里山镇：颁发夏震武教育基金

龙门镇：表彰优秀教师

场口镇：走访学校慰问教师

渔山乡：共同谱写渔山教育新篇章

常绿镇：区教育局开展教师节慰问

■银湖街道
中秋佳节情意浓

本报讯（通讯员 陆留铭）为丰富村民生活，
银湖街道虎啸杏社区与梓树花苑未来社区举
办“我们的节日·宋韵中秋”暨“中秋佳节情意
浓，共话团圆齐护苗”主题活动。杭州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沁茗茶艺社”的学生展示宋韵文
化“点茶”表演，现场的外国友人赞叹点茶文
化。在烘焙师傅教学讲解下，大家还制作月
饼，取皮、放团馅，然后团团捏捏，再放入模具，
最后轻轻压一压，一款款独特并充满浓浓爱意
的冰皮月饼就在他们的手中完成。

■春建乡
禁毒宣传不停歇

本报讯（通讯员 梁敏璐 于清 张海峰）9月
7日上午，春建乡在下俞村文化礼堂开展共富
号“雷锋角”志愿下乡、“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禁毒主题宣传等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派发禁毒宣传
册并引导他们观看仿真毒品，村民们驻足观看
形态多样的仿毒品。禁毒社工通过讲解让群
众更直观地了解毒品的模样和特征，加深群众
对毒品的认识。

■大源镇
召开乡贤理事会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汪凯）9月8日，大源镇召
开乡贤理事会会议暨中秋座谈会，通报今年上
半年大源镇主要工作情况，近年来大源镇乡贤
工作情况及下阶段工作计划。在场的各位乡
贤提出对大源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满怀
激情，言语间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与期盼发展
的美好愿景。

■里山镇
开展集镇“综合查一次”

本报讯（通讯员 唐树涛）近日，里山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在集镇开展第二期集中执法检查
行动，重点围绕燃气安全、食品安全、出店经
营、垃圾分类等领域，对商户、餐饮店、企业、民
宿、农家乐开展“综合查一次”，切实提升集镇
秩序和环境面貌，积极助力“美丽杭州”建设。
今年以来，里山镇按照“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部署，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运行架构、运
行机制、案件处置流程、执法队员职责等一系
列制度机制，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等
执法人员下沉乡镇实行集中办公。

■渔山乡
双值班制保障假期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刘祥）中秋节假日期间，渔
山乡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这根弦，采
用双值班制度，并要求值班期间带班领导分组
检查企业、商铺消防安全以及地质灾害安全工
作。3 天假期，共检查企业 16 家次，沿街商铺
26 家次，地质灾害点巡查 3 次，发现安全隐患
14处，整改14处，有效保障假期辖区企业安全
稳定。

■上官乡
推进“无疫单元”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雨婷）近日，上官乡召开
“无疫单元”建设工作推进会，乡“无疫单元”建
设领导小组及下属“一办十组”成员，各村书
记、分管防疫村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解读“无疫单元”建设工作方案，要求
全乡各级党组织、各业务线负责人、乡村两级
全体干部等力量以“无疫村”“无疫乡”建设覆
盖率达到100％为目标，落实方案要求，在相关
时间节点前做好工作落实。

■场口镇
推进“无废乡村”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汪迪）近日，场口镇大力推
进洋沙村“无废乡村”创建，助力“美丽杭州”。

“无废乡村”是“无废细胞”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有力举措，场口镇要求镇村联合、全民参与、扎
实推进、做好榜样。洋沙村第一时间成立工作
小组，聘请第三方进行专业指导和资料汇编，招
募志愿者开展入户宣传和现场整治工作。

村（社）法律顾问集中签约

本报讯（通讯员 方蕾）近日，在区司法局领
导的指导下，场口镇各村（社）与其法律顾问、
法律服务人员开展“助力乡村振兴”镇村（社）
法律顾问一体化服务动员部署会暨村（社）法
律顾问集中签约仪式。场口镇“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镇村（社）法律顾问一体化服务模式，将
从以往的点对点式转变为以点带面式，25个村
（社）被划分为5个组，通过人员整合、点面结合
方式，在5个片区实行组长负责制，保障法律服
务工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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