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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模范教师

王  娟 麟游县镇头初级中学

皮光明 宝鸡市第一中学

二、全国优秀教师

王维博 金台区金台高级中学

郑  方 金台区石油中学

李  娜 渭滨区清姜路中学

李  钢 渭滨区长岭中学

刘婉玲 陈仓区陈仓初级中学

孙应祥 凤翔区凤翔中学

魏喜红 宝鸡中学

三、全国优秀特岗教师

杜金旦 陈仓区新街镇菜园小学

四、陕西省教书育人楷模

王建红 岐山县岐山高级中学

韦小波 陇县教学研究室

崔彩丽 麟游县镇头小学

五、陕西省优秀教师

王  成 金台区石油中学

何  娟 高新第一小学

侯  娟 高新第二小学

冯宗强 凤翔区职教中心

宋文斌 凤翔区凤翔中学

孙  涛 凤翔区长青镇长青小学

张晓春 岐山县蔡家坡高级中学

张晓利 岐山县蔡家坡初级中学

田建军 扶风县扶风高中

徐永俭 千阳县中学

陈伟民 陇县牙科中学

李红科 太白县太白中学

闫天让 太白县咀头小学

王红丽 麟游县中学

何平平 凤县双石铺中学

刘天良 宝鸡中学

张  亮 宝鸡实验小学

张  莉 宝鸡幼儿园

六、陕西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李晓萍 高新凤师实验小学

张  妮 陈仓区教师进修学校

崔  婷 宝鸡实验小学

党  涓 宝鸡幼儿园

七、陕西省师德楷模、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

张来生 陈仓区教育体育局教学研究室

冯文秀 高新第一小学

韩芳侠 陈仓高级中学

张鹏程 眉县城关第二中学

王小俊 扶风县第二小学 

何维亮 千阳县草碧镇中心小学

赵  鸿 太白县鹦鸽初级中学

张凤林 凤县双石铺小学

魏  玮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张  萍 渭滨区烽火中学

徐小军 渭滨区新建路中学

王居荣 渭滨区新建路中学

呼  莉 渭滨区新建路中学

杨娟丽 渭滨区姜城中学

赵永和 眉县中学

曹海龙 陇县城关镇西关小学

王晓荣 凤县双石铺中学

赵铁军 凤县新建路小学

侯中华 太白县太白中学

汤  超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

张引平 宝鸡中学

赵雅婷 宝鸡市第一中学

蒋志瑛 宝鸡市特殊教育学校

汶小敏 宝鸡幼儿园

八、陕西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陈爱兰 金台区石油小学

王秀萍 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刘晓莉 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张文龙 陈仓区职业教育中心

符瑛君 高新第一小学

宁红亮 凤翔区横水一中

薛  钊 凤翔区特教学校

李  斌 凤翔区西街中学

邓琴华 凤翔区横水一中

牛阿婷 岐山县凤鸣镇朝阳中心小学

赵  锋 岐山县蔡家坡镇岐星小学

董  佳 岐山县西机学校

李永鸿 岐山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霍锋辉 扶风县法门镇教育组

张靖山 扶风县扶风高中

白旭锋 扶风县第二小学

刘  征 眉县横渠镇西寨小学

王军红 眉县特殊教育学校

李宝华 千阳县中学

马建国 陇县固关镇民族中心小学

卢建伟 陇县恒大小学

李  军 麟游县中学

毛军强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

白春娟 宝鸡市第一中学

马小卫 宝鸡市第一中学

陈奋强 宝鸡南山中学

十八大以来宝鸡市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教师名单
近年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

忘育人初心，牢记时代使命，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教书育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涌现出一

大批先进典型。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

风尚，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荣誉

感、责任感，现将十八大以来我市获得省级以上

荣誉的教师名单予以公布。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以受表彰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为榜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模范履行岗位

职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第一版）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事

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教育部 2017 年启动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

首批认定的 201 个教师团队

来自全国 200 所高校，覆盖各

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

日，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

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

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

献力量的决心。

坚守育人初心  担当立德使命

十四运会水球项目男子组决赛阶段在我市开赛——

陕西队取得开门红

本 报 讯 9 月 9 日 下 午，

十四运会水球项目男子组决赛

阶段在宝鸡市游泳跳水馆开

赛。上海队、浙江队、湖南队、

广东队、广西队、四川队以及陕

西队 7 支队伍通过资格赛进入

决赛阶段，他们将在 6 天时间

里争夺十四运会水球项目男子

组的冠军。当天下午，陕西队以

23 ：7 的比分轻取浙江队，取得

开门红。

本次比赛采用国际泳联最

新水球竞赛规则，7 支队伍分

为A、B 两组进行单循环预赛，

再进行1/4决赛、半决赛、决赛。

当天下午 3 时，比赛正式开始。

揭幕战上，湖南队以 10 ：7 战胜

广西队拿下首胜。

陕西队在第二场比赛中亮

相，对阵浙江队。作为东道主，

陕西队的小伙子们斗志昂扬，

一开场就展现出了激情与活

力，进攻端攻击高效，多点开

花，13 人中 8 人取得进球 ；防

守端固若金汤，将浙江队的进

攻一次次化解。最终，陕西队

以 23 ：7 的绝对优势战胜浙江

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取

得 开 门 红。

值得一提的

是，18 岁的

宝鸡籍小将

李星昊也随

队出战，取得 4 个进球，并且凭

借身高臂长的优势在防守端发

挥出色。在另一场B 组单循环

赛中，广东队以 30 ：4 战胜四

川队。

本报记者 张家旗

齐心协力确保赛事圆满成功
市领导看望十四运会宝鸡赛区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

本报讯 9 月 9 日下午，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勇

超，副市长、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宝鸡执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李瑛，看望和慰问十四运

会宝鸡赛区运动员、教练员和

工作人员。

武勇超一行先后查看了

宝鸡体育场、宝职院体育场、

市游泳跳水馆 3 个场馆，转

达了市委书记惠进才、市长

杨广亭对十四运会宝鸡执委

会前期扎实筹备和服务保障

工作的充分肯定，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再鼓干劲，确保高

质量做好各项工作。武勇超、

李瑛与国家体育总局、省体

育局相关领导，裁判员、运动

员及志愿者进行交谈，征求

关于赛事保障需要改进和提

升的意见建议。

武勇超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各位工作人员要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办好十四运会的各项要

求，严格按照宝鸡执委会已经

审定的方案和预案抓好落实，

对于遇到的新问题，要及时报

告、及时请示、及时决策、及时

落实；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群

众理解疫情防控情况下的赛

事安排和对观众的各项要求，

支持执委会的疫情防控和安

保要求; 要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安全保卫、场地维护、服

务保障、周边环境整治和氛围

营造等工作，确保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在宝鸡的各项赛事

圆满成功。         （闫星）

当好东道主
办好十四运

（上接第一版）
当天，市委副书记段小

龙，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贾

珉亮以不同形式慰问了优秀

教师代表。

又讯 9 月 9 日，副市长

李瑛前往宝鸡高新区，看望慰

问优秀教师代表，向他们送上

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当天，李瑛先后慰问了高

新小学优秀教师李亚琴、高新

中学优秀教师闫军斌，检查了

学校疫情防控和“五个校园”

建设情况，对老师们为宝鸡教

育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

李瑛强调，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对标国际

国内一流标准，在规划、布局、

投入、政策等方面给予更多支

持，推动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引

进高层次人才，以“五个校园”

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校园

环境，实现环境育人。广大教师

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进一步

增强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积

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理念和

方法，用细心耐心爱心守护学

生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

我们要坚定信念、加强团结，

推动金砖务实合作朝着更高质

量方向前进。习近平提出 5 点

倡议。

第一，坚持同舟共济，加强

公共卫生合作。要拿出应有的政

治担当，支持彼此抗疫努力，分

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要

在疫苗联合研发、合作生产、标

准互认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

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在线

上尽快启动。要加强传统医药合

作，为抗击疫情提供更多手段。

第二，坚持公平可及，加强

疫苗国际合作。中方向有需要的

国家提供疫苗和相应技术支持，

为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加强全球

抗疫合作作出积极贡献。截至目

前，中方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超过 10 亿剂疫苗和

原液，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苗。我愿宣布，在向“新冠

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亿美元基

础上，年内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

家无偿捐赠 1亿剂疫苗。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加强

经济合作。要落实好《金砖国家

经济伙伴战略 2025》，拓展贸易

和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

领域合作。中方倡议举办金砖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金

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大数据论坛。

欢迎新开发银行扩员取得实质

进展，期待银行在支持成员发展

和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

伙伴关系厦门创新基地已经正

式启用，欢迎金砖国家政府有关

部门和工商界积极参与。

第四，坚持公平正义，加强

政治安全合作。要巩固金砖战

略伙伴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维

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用

好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

表会议等机制，就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加强立场协调，发出

更多金砖声音。

第五，坚持互学互鉴，加强

人文交流合作。中方倡议建立金

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

技能大赛。中方还将举行金砖国

家治国理政研讨会和人文交流

论坛，开设五国媒体线上培训

班。明年年初，中国将主办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期待金砖国

家等世界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

技、取得佳绩。

习近平强调，明者因时而

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在推进

金砖合作的道路上，要顺应时代

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相信在我

们共同努力下，金砖机制一定能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指出，明年，中国将

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金砖

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中方

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

各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

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

开创美好未来。

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 15

周年：开展金砖合作，促进延续、

巩固与共识”主题深入交流，通

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

会晤新德里宣言》。

五国领导人充分肯定金砖

合作 15 年来取得的成就，认为

今年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复杂国际形势，五国携手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各领域合

作取得丰富成果，提升了新兴经

济体国家的地位，愿继续共同

努力，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

果。五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推

动全球团结抗疫，反对将病毒溯

源政治化，愿加强公共卫生和疫

苗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可及，促

进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努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各方

重申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反对单边主义、霸权

主义，主张各国相互尊重独立、

主权和平等，将就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合力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

支持中国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支持中国 2022 年金砖主

席国工作并主办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四次会晤。

五国领导人还听取了金砖

国家相关机制负责人工作报告。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会晤。

携手金砖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