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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春光向高考
撸起袖子加油干

誓师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序幕，副校长梁勤中在致辞中希

望每位师生都要立即行动起来，投

入到这最后的百日冲刺中。教师要

追求高效的课堂，提高复习的有效

性，全力以赴抓好高三教学，抓好复

习迎考工作；同学要珍惜一百天，抓

紧一百天，拼搏一百天，奋斗一百

天，专心每一天，专注每一刻。

学生代表陈婧玟在发言中表示，

一百天很短，分分秒秒都是无价的，

他们一定会珍惜时间，进一步明确自

己的高考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阶段

性复习计划，树立必胜信心，排除一

切干扰，认真备考，以健康的心理对

待复习，以良好的心态迎接高考。

师生齐心战高考
铮铮誓言冲霄汉

教师代表刘莉代表全体高三教

师向同学们致以春天的祝福。“剑客

精神的精髓就在于不管你面对什么

样的对手，首先要敢于亮出自己的宝

剑，要敢于亮出自己的气势，即便倒

下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即便倒下

也要维护一个剑客的尊严。”她以剑

客精神勉励同学挑战高考。紧接着

全体高三教师共同登台，向全场学生

宣誓：“一百天，师生同心，一百天，

师生相伴。为学生保驾护航，为家

长排忧解难，为学校荣誉而战。”

“我发誓：不作懦弱的退缩，不

作无益的彷徨，我将带着从容的微

笑，去赢得我志在必得的辉煌”“奋

斗一百天，让飞翔的梦在六月张开

翅膀”“誓与时间赛跑！我们惜时如

金，奋发图强”…… 高三全体同学紧

握右拳，庄严宣誓，呐喊助威，宣泄

激情，展现决心。

校长寄语赢高考
胸怀目标筑辉煌

会上，陈海荣作了百日宣誓总动

员。他代表学校向默默耕耘、无私

奉献的全体高三老师表示诚挚的感

谢，向勇于拼搏、全力奋战的全体高

三学生致以美好的祝愿。他要大家

树立冲刺的意识：因为冲刺是必然

选择；冲刺是涨分的法宝；冲刺是科

学高效地进军高考。他送给同学们

“四个拥有”：一是拥有战胜困难的

自信，二是拥有明确奋斗的目标，三

是拥有科学合理的方法，四是拥有

坚持不懈的勤奋。

阳 春 三 月 ，春 暖 花 开 ；憧 憬 六

月，激情燃烧！高考是一生中最深

刻的人生体验，七中学子一定会以

今天为新的起点，以百分的精力投

入复习，以万分的豪情迎接挑战，以

充足的毅力投入决战，抒写遂宁七

中的新辉煌！ （周雪梅）

开学典礼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开

始。遂宁七中副校长唐新向全体教

职工、全体同学致以新学期的问候，

然后宣读了表彰决定。上学期，全体

教师辛勤耕耘，全体同学奋发图强，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先 进 集 体 和 先 进 个

人。他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再接

再厉，争取在新的学期里在工作和学

习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学校领

导分别为获得“七中名师”“教学能

手”“优秀教师”“先进个人”“优秀班

主任”“优秀年级组团队”“优秀教研

处团队”“优秀处室”“红烛奖”等 84
名优秀教师颁奖，并表彰了“优秀班

集体”“优秀学生干部”“学习之星”

“文明之星”“优秀团委学生会干部”

“优秀升旗手”“优秀播音员”“优秀志

愿者”等 253 名优秀学生颁奖。

家校手牵手，桃李更芬芳。值得

一提的是，本次典礼还表彰了 38 名

“优秀家长”。家长代表蒋亮、席道银

依次发言。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诉说

了对学校领导及全体教职工的诚挚

谢意，感谢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默默付出与无私奉献，为自己的孩

子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

新学期，新征程！高三（6）班学

生陈鸣代表全体同学发言。她说，

“我们感谢学校创设了温馨和谐的学

习环境，感激老师们的辛勤教导，感

恩父母的关心呵护，感谢同学之间的

支持帮助，在新的学期里要刻苦学

习，以良好心态，全力以赴，做一个快

乐的学习者。”教师代表王冬梅发言

中表态，要孜孜不倦，以敬业务实的

工作精神开拓进取，用心实践，勤奋

工作，以新的姿态、新的干劲展示新

的风采。

最后，遂宁七中党支部书记、校

长陈海荣进行了总结。他首先向受

到表彰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祝

贺，向全体师生致以新学期最美好的

祝愿。然后，他回顾了学校在上学期

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全体教师的辛勤

付出和所有同学的不懈努力。他说，

在过去的一年，学校取得了可喜进

步：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高考、中

考高分突出，各学段生源数量增、质

量优，艺体特色彰显，办学条件进一

步改善。展望新学期，他希望全体教

师要践行新时代教师行为准则，做

“四有好教师”，努力做到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希望全体同学以满腔的

热情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把学习

视为自己的天职。

回顾过去硕果累累，展望未来希

冀满怀。2019 年，遂宁七中将抓住国

开区实施集团办学的契机，成立遂宁

高级实验学校城南分校，提升学校内

涵发展。“用心办好教育，用力提升质

量，加快学校发展。”陈海荣表示，七

中的老师将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写好

七中教育发展奋进之笔。

（周雪梅）

高三学子在誓师横幅上签名

激情宣誓
发出备战最强音

“一九高考，谁与争锋，英雄少年，唯我

一中。冲刺百天，卓立巅峰，决战百天，我必

成功……”高三各班级在领誓人蒋佳雄的带

领下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庄严宣誓，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迎接挑战，战胜高考。

会后，同学们纷纷在签名板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写下了对高考胜利的无限希望，表

达了戮力同心战高考、智拼勇斗争第一的决

心和抱负。

此次，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高考百日誓师

大会，为遂宁一中 2019 年高考全面胜利助跑

加油，高三全体师生必将以更加振奋的精

神，更加踏实的努力，奋战 100 天，梦圆六

月，再创一中辉煌！

（廖媛媛）

遂宁一中举行高 2019届高考百日誓师大会

百日冲刺 全力以赴
战鼓阵阵催人奋进，誓言声声激荡

校园。2 月 27 日下午，遂宁一中高 2019
届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在高中部运动场拉
开帷幕，热血标语、必胜旗帜、在高考誓
词牌上写下名字，在高考百天倒计时之
际，上千名高三学子参加了一个不一样
的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也吹响了冲刺高
考的号角。遂宁一中党委副书记、高中
部负责人李隆华，副校长邹宗吉、杨梅、
舒远贵、蒋开忠、邓再兵等行政班子成
员、高中部全体师生、家长代表和初三部
分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大会之前，高 2019 级全体师生精神
饱满，意气风发，迈着豪迈的步伐踏上
“成功大道”，通过“成功之门”，一路战
旗飘飘，誓言铮铮，此起彼伏的宣誓声响
彻操场，展现了一中高三学子高考必胜
的信念。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大会正式开始，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昂场的斗志在每个人的心

中激荡。

在李隆华揭幕百天倒计时后，蒋开忠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百日誓师”进

行了解读，鼓励高三年级全体师生要以饱满

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心和科学的

方法投入到高考“决战”中去，发扬能吃苦，

能 战 斗 ，能 忍 耐 、能 打 胜 仗 的 精 神 ，取 得

2019 年高考的全面胜利。

同时，他希望同学们保持心静沉稳，以积

极的心态面对高考，处理好计划与落实的关

系，处理好学习与锻炼、休息的关系，把握好

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实现心中的梦。

校长寄语 勉励学生再创佳绩

本次大会对在高三第一次“诊断性”考

试中获得文理科前十的同学与高三年级优

秀老师进行了表彰。表彰现场气氛浓烈，

掌声不断，学生们接过手中的证书激动不

已，纷纷表示将再接再厉，努力学习，考取

好成绩，为校争光。与会领导为获奖者进

行颁奖，现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

祝贺。

随后，教师代表吴正勇在发言中表示，

在最后阶段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去，坚定地站在同学们的身边，为同

学们的高考保驾护航。“希望全体高三学子

立壮志，展雄风，振翅搏长空，战百日，迎高

考，再创遂宁一中新辉煌。”

学生代表陈杨伊梦表示，十载寒窗，百

日苦练，何人健步登“金榜”，一腔热血，万丈

豪情，我辈英才夺桂冠。在最后的 100天，从

告别温床、快步走出宿舍、安静进入教室做

起，投入到书本中，在课堂上深思、在作业中

反思、在考试中磨砺、在总结中提升。

全力以赴“剑指”高考圆梦 6月

遂宁七中举行高 2019级高考百日冲刺誓师大会

逐梦百日不负青春理想
遂宁七中举行 2019年上期开学典礼

吹响奋进号角起航2019

迎着春光向高考，胸怀
目标筑辉煌。 2 月 27 日上
午，遂宁七中高 2019级高三
决战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在
学校操场举行，吹响了高考
冲刺的号角。遂宁七中党
委书记、校长陈海荣以及高
三全体师生齐聚操场，激情
宣誓，冲刺高考。

教师集体宣誓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
之计在于春。新学期、新起
点，为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
新学期奋斗目标，增强师生
责任感和使命感，2 月 28 日
下午，遂宁七中全体师生齐
聚学校操场，举行 2019年上
期开学典礼，标志着学校的
新学期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海荣发言

高三学子集体宣誓
高 2019 级全体学子穿过“成功门

遂宁一中党委副书记、西校区负责人李隆华为 100 天倒计时揭牌 学校表彰优秀学子

遂宁七中高 2019 级百日冲刺誓师大会现场

学生集体宣誓

“七中名师”获奖者合影

家长代表发言

“学习之星”获奖者合影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海荣发言

学校表彰高三优秀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