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0-24时，辽源
市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截至9月8日24时，辽
源市累计确诊病例7例，累计

治愈出院7例，无疑似病例。
提醒广大群众，清零

不等于疫情结束，当前境
外疫情形势严峻，请一定
不要放松警惕。要提高防

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保
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辽源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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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8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
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全文见第二
版）。习近平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
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
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
棘、奋勇前进。

习近平强调，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
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
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
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

李克强主持大会，栗战书宣读主席

令，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汪洋、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出席。

8时 35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住地出发，
由国宾护卫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
民大会堂北门外，高擎红旗的礼兵分列
道路两侧，肩枪礼兵在台阶上庄严伫立，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
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在这里集体迎接他
们到来。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
熠生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0面红
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悬挂标语：“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0时整，大会开始。解放军军乐团
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
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新冠肺炎疫
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

栗战书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主席令指出，为了隆重
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
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
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根据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
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

4名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奖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
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

中，习近平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
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4位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
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关于表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中共中央
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
表颁奖。

（下转第三版）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宣读主席令 王沪宁宣读表彰决定 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向“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前排右二），“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前排左二）、张定宇（前排右一）、陈薇
（前排左一）颁授勋章奖章。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全市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
离退休教职工：

在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向你们致以节日慰问和
崇高敬意!

兴贤育德，责在师儒，人
民教师无上光荣。希望你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标准要求，以更加
高尚的师德风范、更加扎实的
工作作风、更加精湛的教育艺
术、更加强烈的创新意识、更
加卓越的工作业绩，忠实履行
好立德树人、为人师表职责，
争当人类文明和先进文化的
传播者，争做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在全面推动教育
现代化、建设现代化辽源的伟
大事业中再立新功、再创佳
绩！

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
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共辽源市委书记 柴伟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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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茵 夏景
明）弘扬时代新风，讴歌身边
好人。传递道德火炬，彰显好
人力量。“辽源好人”2019年度
人物颁奖典礼 9月 9日下午在
显顺琵琶学校音乐厅隆重举
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辽源军分区副市级
以上领导参加颁奖典礼。

本次获奖的 2019年度“辽
源好人”共11人，他们分别是：
东辽县实验小学教师田雪峰、
富奥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
公司首席技师丁照民、辽源市
中医院内镜科主任刘扬、辽源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质分析
室主任米娟、龙山区寿山镇永
治村党支部书记蒋卫阳、东辽
县辽河源镇公平朝鲜族村第一
书记付敬余、辽源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副支队长杨立勇、东丰
县二龙山乡中心小学教师孙立
平、吉林日报社驻辽源记者站
站长隋二龙、东丰县杨木林镇
杨木林村村民李维玉、西安区
仙城社区居民康秀德。

11个年度人物，11段平凡

而伟大的故事，他们或爱岗敬
业、或见义勇为、或守望相助、
或敬老孝亲、或诚实守信，他
们用最平凡的生命诠释了爱
的力量。

田雪峰，23 年如一日，用
爱营造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细心守护着幸福的大家庭，呵
护着 10 多个孩子健康成长，

“火炬传递”颁奖片尾词“慈爱
暖阳”四个字是对她最恰当的
评价。而当记者问到她时，她
的回答再简单不过：孩子们也
是最美行为的传递者，传递着
一种对妈妈、对家人的爱，这
份爱会传承下去。

丁照民，从事焊接技术 30
余年，他将工艺创新融入血
液，把焊接技术拿捏得分毫不
差，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
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带头人。为事尽心，为企尽
情，传技于人，他不负初心使
命，颁奖词用“奋斗匠心”来诠
释他，而他自己的想法是，以
自己的工匠团队为依托，组成
技术联盟，不但为各自企业服
务，而且要走向社会，为更多

企业服务。通过组建高技能
技术人才“朋友圈”，让企业发
展更有活力，让振兴梦想不再
遥远。

米娟，一名普普通通的环
境监测员。参加工作 23 年
来，她选择坚守最初的理想，
把奋斗变成习惯，凭借着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进取的

“工匠”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
个人。“火炬传递”颁奖片尾词
给予她的评价是“躬身笃行”，
而她的回答是，为顶层设计提
供最准确、最及时的基础数
据。我为自己的工作骄傲，并
且乐此不疲。

……
颁奖典礼现场，11位年度

人物的故事感染着每位与会
者，人们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掌
声，也献上尊重与敬仰。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11位
“辽源好人”2019年度人物上
台与市领导合影留念。寻找
好人、争当好人、展示好人，是
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美丽之
旅，这场旅程温暖着每位辽源
人。

城市有温度 幸福你我他
“辽源好人”2019年度人物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金 秋
九月，在忙

碌而热闹的开学季还未褪
去之时，又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教师节。正是这个提
倡“尊师重道”的节日，眼
下却成了一些家长既焦虑
又纠结的难题：“送不送
礼、送什么、怎么送？”尽管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允许
教师“收礼”，但仍挡不住
一部分家长送礼的热情，
这些家长只有将准备好的
礼物想方设法送到教师手
中，才感觉心安……

每逢教师节，大多数
家长都会陷入“送与不送”
的纠结中。送礼给教师，
违心；不送又担心，让自己

“心神不宁，寝食难安”。
谁都希望自家孩子能受到
最好的教育，能在学校里
得到尽可能多的关注，尽
可能遇到更多的机遇。家
长希望以送礼来为这一份
希望添加一重“保险”，说
句 实 话 ，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可这一举动，只能让
送礼风愈演愈烈。

对教师而言，教师节这
份“大礼”实在是烫手山芋。
绝大多数教师是经过严格
专业训练和师德培训的，有
着良好职业道德，会以一颗
仁爱之心公平对待每一位
学生。他们会用良好的师
德师风、精湛的教育教学水
平，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家长
与教师之间的充分尊重、信
任、支持、沟通，是其中不可
缺少的一环。学生家长应
尊重教师、认同教师的专业
性，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纠
正偏见。教师越受到尊重
和信任，教育工作才会越专
心，孩子的未来才会更美好。

事实上，尊师重道，重
在平时的有效沟通交流。
家长应多换位思考，真切
体会教师工作的不易，在
日常家校交流中真诚相
待，给予教师充分的尊重
与信任，共同营造全社会
尊师重道的良好氛围，就
是每一位学生家长献给教
师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尊重与信任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本报记者 于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