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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日报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
省总工会印发《关于表彰南粤优秀教师、南粤优秀教
育工作者的决定》，授予卫景良等 1367名同志“南粤
优秀教师”称号，授予刘金军等 150名同志“南粤优
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关于表彰南粤优秀教师、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的决定》提出，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新时代教育改革发
展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全省教育系统要以“南粤
优秀教师”和“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为榜样，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时，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关于授予陈式华等
497名同志特级教师称号的决定》，经报请省政府批
准，授予陈式华等497名同志特级教师称号。

《关于授予陈式华等497名同志特级教师称号的决
定》提出，希望获得特级教师称号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师德表率、育人模范、教学专家
的榜样作用，在新时代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中再立新功、创造新的辉煌。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积极为特级教师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保障，广泛
宣传特级教师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典型，教育引导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特级教师为榜样，不忘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锤炼品
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本报讯 记者文秋华 通讯员李芳华 方

萍报道：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湛江
市有74名教师荣获“南粤优秀教师”称号，有
3名教师荣获“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有31名教师荣获“广东省特级教师”称号。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湛江获“2021年南粤优秀教师”（共74人）

邓丽 陈彩英 蔡民珍 陈正良 陈婷
郑 文 昌 李 安 佩 张 建 军 戴 凝 姚 晓 云
洪婷 黄宗将 郭千 姚平 潘海燕 周金华
王爱清 张翠玉 周慧妍 李春兰 陈恩 陈

迎丽 余杨奎 梁莹洁 谢海兰 周权定 李丽
梅 蔡炳奕 陈炎基 宋鹏 黄国权 阳玲
李声军 李泰发 林恒 吴运儒 阮日华 陈
其春 欧霞 邱敏颖 庞碧云 黄利平 谢桂
莲 吕坚强 覃怿 麦培良 陈荣伟 谭春莲
刘伟 庞桂仙 李春桃 庞碧连 李燕兰

叶少丽 陈杨清 钟秋雯 郑志斌 王小明
陈洁仪 陈彩燕 麦燕怡 钟晓萍 李少莹
欧春硕 胡农 符小玉 钟聘 蒙云霞 谭军

梅 周立聪 黄引娣 钟秋花 宁大玲 杨佰
玲

湛江获“南粤教育工作者”（3人）

李小锋 邓映民 李流平

湛江获“广东省第十一批特级教师”名单

（共31人）

林观兰 陈燕 林向翀 吴宝 黄晓娟
孟磊 欧卓斌 陈小平 陈艳 林华庆 冯

宇红 李晓耘 程喆 窦梦婷 陈文宏 王
钦 陈珲超 庞彩虹 熊小勤 张耀团 麦永
诚 刘美 周毅 郑秀葵 罗裕平 何飞鹏
刘忠实 陈康强 李观清 戴轩有 黄斌

此外，我市有 319 名教师被认定为“湛
江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有 129名教师被认
定为“湛江市教育系统优秀班主任”，有 51名
教师被认定为“湛江市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
作者”。

广东省表彰
南粤优秀教师
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
特级教师

湛江一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获省表彰

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离退休教职工：
春华秋实，硕果沁香。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时，我们
迎来了第37个教师节。在此，中共湛江市委、湛江
市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向
为我市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全体离退休教职工致以
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教育事业
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增加教育
投入，推动各类教育协调均衡优质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效。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今年新
增公办学前教育学位 4670 个、市区公办义务教育
学位 7395 个，79 个乡镇实现“建成 1 所以上寄宿
制小学或九年一贯制学校”目标；湛江第一中学
新校区、广东医科大学海东校区、湛江南海学校
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111 名教师获评特级教师，54 名教师获评正高
级职称，5113 名教师获评高级职称。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不断深化，中小学入学制度持续完善，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逐步落实，中考、
高考改革稳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深入实施，教
育评价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这些成绩的取得，
凝聚着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和
大量心血。长期以来，你们甘守讲台、初心不
改，勤于修身、立德立行，用自己全部光和热照
亮学子们前行的道路，展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品
格和无私风范，赢得了全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市
委、市政府感谢你们！全市人民感谢你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奋进“十
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紧紧围绕“全力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
极”的目标，坚持体现中央精神、顺应时代趋势、
切合湛江实际相结合，在工业化、生态化、数字化
融合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在加快大园
区建设、推进大文旅开发、深化大数据应用中塑造
后发崛起新优势，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教育兴则湛江兴，教育强则湛江强。市
委、市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坚定不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完善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增加优质资源供给，持续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全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奋力开创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社会各界要继续关心教
育、支持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
使命，争当“四有”好老师，用爱心呵护学生成
长，用实干回应社会期许，用行动作答时代呼唤，
为湛江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
职工节日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0日

教师节慰问信
向从教20年以上的乡村教师致敬

落实完善荣誉制度
本报讯 记者文秋华 通讯员李芳华报道：

师者，人之模范也。近年来，我市陆续组织开展
了“湛江市最美教师”“湛江市优秀教师”等
评选活动，大力宣传新时代教师的光辉形象，
示范引领广大教师弘扬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
人，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今年，在全
市建立师德巡讲长效机制，各地各校建立师德
宣讲团，每年开展不少于 2 场师德宣讲。各地
各学校也积极组织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
最美教师等选树表彰活动，综合运用事迹报
告、媒体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师德师风先进
人物和典型事迹，讲好师德师风故事，传递师
德师风正能量。

我市强化师德建设，把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要务，以长效机制促
管理、以先进典型弘师风、以教育培训强师
德、以刚性约束严师行，着力营造全社会尊师
重教氛围。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健全
教师个人师德档案，将师德建设工作融入教师
日常管理，将学校师德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指标考核。各学校均将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
贯穿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全过程、各环节，从
严从实抓好教师师德考核，在职称评聘、评先
树优、年度考核、职务晋升等工作中坚持师德
师风第一标准。

我市不断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强化教师地位提升。落实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
度，为从教 20 年以上的乡村教师颁发荣誉证书，
落实每月不低于 1000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增强
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保障中小学教师福利待遇，确保教师安
心从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