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14日下午，福建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情况。9月
10日至 9月 14日 8时，福建省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120 例（莆田市 75 例、泉州市 12
例、厦门市 33例），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目前，
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均已转至
定点医院收治，无重症患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闽红
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全力追踪

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根据流调结
果，截至 9月 13 日 24 时，三地共
划定 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
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
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
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

据了解，从 9 月 10 日至 13
日，福建省从省内各地抽调疾控专
家、流调人员、核酸检测应急采样
队、医疗队等 2570 多人，以及移
动核酸检测车、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应急车、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
室驰援莆田。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
9 月 14 日 11 时，厦门累计报告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35例（其中普通

型 22 例，轻型 13 例），无症状感
染者 1 例,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
治，病情稳定。厦门已决定启动全
市全员核酸检测，14 日部分地区
已经开始。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区出

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
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
明路以西、集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
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并对病例
居住地、工作地及相关活动场所进
行了封控。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卫健委 14 日通报，9 月
13 日 0—24 时，31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2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33例（云南 14 例，广
东 8 例，上海 6 例，四川 2 例，北
京 1例，福建 1例，山东 1例），含
5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广东 3 例，福建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59 例（均在福建，
其中厦门市 32 例、莆田市 24 例、

泉州市 3例），含 12例由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均在福
建）。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3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605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 2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606
例（其中重症病例 4 例），无现有
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8678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072 例，
无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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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 9 月 10 日，为
庆祝全国第 37个教师节，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中学
开展了“谢谢您，我的老师”系列庆祝活动。

情系教师节 校园暖师心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中学开展庆祝教师节系列活动

赓续百年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
———宝山区淞南镇中心幼儿园教师节特别活动

� � � �秋风硕果飘香至，桃李芬芳感师恩。 9 月 9 日
下午，带着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教育工作者
的关心爱护，淞南中心幼儿园园长殷老师向辛勤耕
耘在一线的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 � � � 9月 1日早上， 七宝实验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
场，在朝阳的沐浴下和对新学期的期盼中，举行了
以“减负增友 童心向党”为主题的开学典礼。

减负不减料 增友更增情
———上海市七宝实验中学举行开学典礼

典礼上，特级校长查建生致辞。他指出，当今教
育的主题词是“双减”，即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
和减少课外培训的负担。他指出，减负不是教育在
偷工减料，减轻的是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但不是
不要教学质量。过重的课业负担已经严重阻滞了少
年的成长，增加了他们的焦虑和压力。通过减轻过
重负担，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从而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和身心的健康成长。

最近，教育部再落实锤：“5+2”模式，即周一至
周五每天增加 2小时学生在校时间，不是补课，不
是作业，而是“补生活”。贯彻落实 5项管理：作业、
睡眠、手机、读物、体质，是把“双减”落到实处的具
体措施。基础教育阶段，不仅是孩子们学习文化知
识的重要时期，更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黄金时期，因此，学校必须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和

谐的成长环境。
七宝实验中学把减负与增友联系在一起，是因

为减负是减课业之负，增成长之效，是腾挪出生命
的空间，真正实现生命意义的生长。查建生希望同
学们学会生命自觉，懂得与人为朋，与书为友，与一
个世界和谐相处，更加接近教育的真相。
“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吴小丰在讲话中表示，

希望同学们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行为规范为
自己的青春添彩，热爱生活，追求卓越，拥抱平凡。

在开学典礼的最后，在艺术总指导李景松的指
挥下，全校师生共唱校歌《最美不过读书郎》。同学
们用歌声唱响了新学期的憧憬，同时鼓足了干劲，
相信同学们在新学期会更加坚定理想，学会合作，
增进友谊，童心向党，筑梦未来。

� � � �为进一步规范教师履职履责行为， 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日前，上海市松隐
中学开展了“强师风、铸师魂，争做人民满意教师”专
题学习会，全体教职工参加了学习会，会议由学校党
支部副书记沈周英主持。

强师风 铸师魂 争做人民满意教师
———上海市松隐中学 2021 学年师德师风建设主题学习会

沈周英以“‘双减’背景下的师德规范”为主
题，围绕“关于有偿补课”“关于参与培训机构活
动”“关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以及其他师德违规
问题，解读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
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知》《金山区教师师德师风责任清单》《金山
区教师师德师风负面清单》以及《金山区教师师德
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的职业
道德修养，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全体教职工签订《上
海市松隐中学教师师德承诺书》。师德承诺书的签
订将进一步加强全体教师遵守师德规范，履行为人
师表的行为，同时全体教师一致表示，要把承诺化
为自觉行动，争做人民满意的教师。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顾晖辉提出，要提高认
识、明确师德意义；要加强学习、筑牢师德底线；要
努力实践、争做育人标兵。每位教师都应该找准自
己的角色定位，提高站位，以德立教；要规范从教行
为，坚决杜绝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做到以德立身、
以德施教；每位教师要以更好的姿态严于律己，投
入到工作中去。

树立师德清风，铸造教育之魂。本次师德师风
学习会，让全体教师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作为新时代
教师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相信在今后的教育之路
上，大家定会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升自身的师德素
养，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不断促进松中教育的
蝶变跃升。

在学校工会的安排下，学校校务班子成员在校
门口迎接每一位教师的到来，并为老师们送上一份
特别定制的节日礼物———花花、米粒抱枕，送上真
挚的节日祝福和亲切的问候。一句句祝福的话语，
道出了对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的教师们的感谢和对
他们用心、努力付出的肯定。教师们接过温暖的抱
枕，在主题墙上签名留念后，带着美好愉悦的心情
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庄行学子们在大队部的号召下，怀着激动的心
情，向辛勤工作的教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与手工礼
物———爱心贴纸上，低年级学生写写画画教师节的
祝福，高年级学生原创的谢师三行情诗……面对着
同学们真挚感人的话语，教师们的职业幸福感油然
而生，让他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自身信念，保持
好心情、好状态，发扬爱岗敬业、潜心育人的优良传

统，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在庄行镇教管办主任王英的陪同下，庄

行镇副镇长人选汤文也来到学校，在听取学校校长
仇苗苗对学校工作的简单汇报后，汤文也表达了对
学校全体教师的节日问候，同时慰问了学校夫妻教
师施鸿靖和王馨佳，最后希望学校发挥特有优势，
携手教师努力奋进，创建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学校。

此次活动营造了浓烈的教师节氛围，培养了学
生们尊师、爱师的情感和美德，增进了师生情谊，进
一步提升了庄行教师的责任感和幸福感，他们将更
好承担起育人使命，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园长殷老师也给幼儿园
的全体工作人员们亲手精心准备了惊喜。大家感受
到这份情意的重量，理解感恩的意义。在工会的精心
组织下，幼儿园围绕着“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
命”这一主题，展开了师德建设和教师节DIY活动。

教师们认真阅读，并签署了《师德承诺书》，大
家以此为激励，继续把服务幼儿、服务家长、服务社
会放在工作的首位，将“人民教师”当作自己光荣
的名称，从而推动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向更加深
入的方向发展。竹因节而雅，人因品而优。为了让孩
子健康成长，让我们携起手来，自觉响应倡议，让
“廉洁从教”的清风吹遍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淞南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们还用独特的
方式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教师节。大家聚集一
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DIY 制作了精美的钥匙

扣，老师们认真制作，不仅获得了一份可爱的小礼
物，也收获了满满的回忆。
9月 10日当天早晨，孩子们用自己真诚的问候

与祝福表达着对教师的尊重和喜爱。一声“教师节
快乐”、一句“老师，您辛苦了”、一个爱的抱抱、一
份爱的小制作，为老师做一件事，这些都代表着孩
子们对教师满满的爱。“老师老师，我爱你”小朋友
们大声诉说着自己对老师的爱意。
我们喜欢九月，因为九月不仅是收获的季节，更

有桃李满园的芬芳；不仅是耕耘的甜蜜，更有孩子们
美好的祝福。九月，属于教师的季节，每位教师都应
该把幸福和快乐分享。九月，是属于教师的季节，所
有的教师都应该得到敬爱和尊重，,让我们用最诚挚
的心祝愿所有的教师，第 37个教师节快乐！

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0例
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共划定 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

13日新增本土病例 59例，均在福建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9月 14 日，在厦门五一文化广场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协助市民进行核酸采样登记。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