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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教师线下活动启动
● 6 家 花 店 、5
家蛋糕房及一家企
业将把 64 个蛋糕和
65 束鲜花送往我市
中小学及幼儿园
●致敬教师线
下活动的第一站是
克拉玛依区小拐乡
幼儿园

本 报 讯（记 者 刘 哲）昨
日，由克拉玛依日报社与市
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的致敬
教师线下活动全面启动。
据了解，该活动以“‘老
师好’守望·盼得百花开”为
主题，直至 10 日，为活动提供
鲜花和蛋糕的 6 家花店、5 家
蛋糕房及一家企业将会把 64
个蛋糕和 65 束鲜花送往我市
中小学及幼儿园，为我市教
育战线上兢兢业业的教师们
送上节日祝福。

9 月 6 日上午 12 时，由克
拉玛依日报社“嗨克拉玛依”
客户端、克拉玛依区教育局
和提供支持的雪趣儿蛋糕房
负责人及漠上花开花艺生活
馆负责人组成的“致敬小分
队”来到我市小拐乡幼儿园，
将一个蛋糕和一束鲜花送到
该幼儿园教师们的手中。
“这是我在小拐乡度过
的第一个教师节，不仅收到
孩子们的节日祝福，还收到
了各界爱心人士送来的鲜花

■网友声音

感谢各界人士
对教师的尊敬

—— 网 友“ 嗨 克 拉 玛
依”
506330

本报记者 周芳 通讯员 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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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北师大初一六班全
体老师教师节快乐！未来
三年，孩子将与老师们一
起度过，我们家长会全力
配合，一起加油！加油！

然远离市区，但从未被遗忘
被遗忘，
多年来，
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先
教育局先
后派出 10 批 28 人次优秀教师
前来支教，
让小拐乡的孩子们
与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
的教育。”张秀娟说，
“作为一
名教师，孩子们给了我们温
暖，家长们给了我们认同，社
会给了我们尊重，
这让我们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支教选择。
”
活动中，
“嗨克拉玛依”
客
户端负责人胡怡颖将教师节
致敬卡送到教师们的手中。

■校方回应

人一生有两任老师，
父母教人生，恩师授学业，
人生老师含辛茹苦，学业
老师言传身教。教师节到
了，祝克拉玛依市的老师
们健康平安！

我是王子鹤，我为我
的学校第十一小学点赞！
我为张丹、王朝阳、田冰芳
等老师点赞！我爱我的学
校和我的老师！加油！
！

和蛋糕，这真是一个难忘的
教师节，感谢你们对教师的
关爱，让我更加坚定了乡村
教师这条道路。”克拉玛依区
小拐乡幼儿园教师王铎霏手
抱鲜花红着双眼激动地说。
小拐乡幼儿园副园长张
秀娟说，当得知该幼儿园因
远离市区，成为此次线下活
动的第一站时，老师和孩子
们都特别激动。
“我们幼儿园作为克拉玛
依区唯一一所农村幼儿园，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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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日 19 时，
“嗨克拉
玛依”客户端为学校、教师送
祝福的网帖，已有近五千人
留言，浏览量超三万人次。
由克拉玛依日报社与市
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的 2019
致敬老师系列活动开展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关
注。收到祝福的各学校和老
师们纷纷表示，要向尊师重
教的各界人士真诚地道一声
“感谢”
。

发函致谢
感受克拉玛依人的热情

—— 网 友“ 嗨 克 拉 玛
依”
45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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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校通过《克拉玛
依日报》、
“嗨克拉玛依”客户
端得知此次活动后，纷纷给
克拉玛依日报社发来答谢
函，感谢社会各界对教育事
业的关心和支持，对教师的
尊重与理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
拉玛依校区发来《致关注教
师群体的克拉玛依各界人士
答谢函》 中写道，在 2019 年
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克拉
玛依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教师
群体，为我们送来鲜花和蛋
糕，让离家几千公里的老师
们感受到了克拉玛依人的热
情。作为刚刚开办第四个年
头的新学校，校区的发展建
设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支
持与关怀，借此机会向克拉
玛依市的各界人士表示由衷
的感谢！
“我们看到克拉玛依全
社会关注教师群体，发起给
学校送鲜花和蛋糕的活动，
其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名列其中。身为克拉玛依本
土最具历史的学校之一，我
们全校教师深受感动，更为
自己是一名受到克拉玛依人
民群众爱戴的教师而倍感自
豪。请允许我们向关注教师
群体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

院发来答谢函说。
新疆医科大学克拉玛依
学院发来答谢函说，一束鲜
花、
一个蛋糕、
一句留言，
一则
祝福，
温暖着每一位克拉玛依
市教育工作者的心，
新疆医科
大学克拉玛依学院虽迁建至
克拉玛依市时间不长，
但依然
感受到克拉玛依人民对教师
的尊崇，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
认可，
我院全体教职工收获满
满的幸福感，
为能在克拉玛依
这片热土上工作倍感骄傲。
新疆医科大学克拉玛依学院
向尊师重教的各界人士致以
最诚挚的感谢！

留言回复
勤育桃李香满天下
各学校通过“嗨克拉玛
依”客户端收到社会各界的
留言祝福后，在客户端留言
帖统一回复致谢。
市实验中学教师金迪
说，实验中学建校 15 年来在
各位家长和社会各届人士的
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工作中辛苦是不可避免的，
但老师看着学生们一天天成
长，感受更多的是教育的神
圣，教师的责任。感谢大家
对教师的尊重与理解！
市第一小学教师张念留
言表示，特别感谢大家对第
一小学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理解和配合。因为有你们，
一小老师的生活充满激情与
惊喜。让我们真诚相约，呵
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用爱
和智慧，为孩子撑起一片湛
蓝的天空。
“教育根植于爱，无论什
么教育，离开了爱都没有任
何意义，康城幼儿园的教师
们会用心呵护每一个小朋
友，我们坚信‘痴心一片终不
悔，只为桃李竞相开’，只要
辛勤耕耘，挥洒汗水，一定能
成就每一个小朋友，让桃李
香满天下。”克拉玛依区康城
幼儿园教师张红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