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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教育初心 他们送来春天的问候
辽沈18所学校校长代表一线教育工作者们向广大读者拜年
辽宁省
实验中学校长

教育兴，
则国兴。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按照“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
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指导
思想，在新的一年辽宁教育将不断追求
卓越，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全方位促进教
育发展，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律回春晖渐，
万象始更新。值此新春
佳节，辽沈18所学校校长代表一线教育
工作者们向广大读者拜年，他们将不忘
初心，用真心为教育守候责任，用爱心为
孩子保驾护航，祝福每一位学子学有所
成，金榜题名！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张新华

沈阳市
第二十七中学校长

沈阳市
第十一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市第十一中学全体师生，
“瑞犬迎春，不忘初心，决胜小康”。值此
祝辽沈人民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沈阳市第二十七中
初心不改，本立道生。作为全国文明单位
学全体师生，
向关心、支持教育的社会各界人
和首批全国文明校园，十一中学以办好教育
士拜年了。
事业的理想追求和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
作为辽宁省首届文明校园、教育部命名
职业担当，爱国创业，爱校创新，爱岗创造，
的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国家校园足球点
爱学创优，坚守课堂本位，坚信素质教育。中
校——
—二十七中学，在新的一年里将在沈河
招成绩跻身沈阳十强，高考连年获得全市
区教育局坚强领导下，继续坚持“师生的发展
才是学校的根本发展”的“人本教育”理念，全 “毕业生学业成就增值评估奖”，向社会交出
了一份当仁不让的优秀答卷！
面落实十九大精神，积极、稳步推进!,-.年辽
!,-.，我们会以更加自信的笑容，更加沉
宁省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把握机遇改革创新，
稳的姿态，更加成熟的理念，为十一学子保
全面推进学校高位优质发展，不断满足人民
驾护航，继续创造新的辉煌！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沈阳市
第四十中学校长

四十中学全体师生恭祝沈城人民新春快乐！
!,-$年，四十中学高考成绩再次荣获市
教育局入出口增值评估奖；晋升沈阳市优质
化高中；分层走班教学效果良好、生涯规划课
程顺利实施、着眼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校本课
程正在构建；
党建工作深入人心，师德师风竿
头进步，全校师生团结奋斗。展望!,-.，践行
办“真·实”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实施全年级、全学科分层走班教学；生
涯规划课程进入课程表；构建科学有效的研
究管理体制；
建设目标化、系统化校本课程体
系。以最充分的准备迎接新高考改革，
以更好
的办学质量回报沈城人民！

沈阳市
第二十八中学校长

!,-$年，二十八中学成功跻身沈阳市优
质化高中的行列。二十八中学“兴艺乐学”
的办学理念就是要让学生体验到成长的快
乐。我们坚持教育应尊重每一个学生，关照
他们的心灵。我们坚信每个梦想都会开花，
每个生命都将绽放，!,-.我们将遇到更好的
自己。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表沈阳市第
二十八中学祝社会各界朋友们在追梦的路上
永远幸福快乐、梦想成真！祝我们沈阳教育聚
贤聚才，魅力四射，越办越好！新的一年，
让我
们携手共进，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建设富
裕美丽和谐的沈阳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沈阳市
第五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市第五中学全体师生祝福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祝福教育事业蒸蒸日上。
沈阳市第五中学!,,/年被省教育厅评为
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
!,-1年被评为辽宁省
首批特色普通高中实验学校，
!,-$年被评为沈
阳市优质化高中。学校秉承励志笃学、
兴教强
国的高远理想，坚持弦歌不辍、自强不息的进
取精神，
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值
此佳节，
我们也向在全国各行各业贡献力量的
校友致以真挚的问候，
并欢迎海内外校友回到
家乡，
回到母校，
与我们一起比肩携手，
支持家
乡发展，
助力东北振兴。新的一年，
让我们不忘
初心，
砥砺前行，
上下求索，
止于至善！

沈阳市
第十中学校长

沈阳市第十中学是一所具有4/年建校历
史的省级重点高中，
市标准化学校、市教育教
学改革实验校。!,#$年，我校圆满完成“二次
创业”的首个三年规划目标，实现了高考成
绩、学考全科通过率、中招分数的第三次提
升，学校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年，我校将继续坚持“脚踏实地、搏
击奋进、永无止境”的十中精神，牢牢抓住优
质课堂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管理体系建设三
大主题，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打造幸
福校园。值此新春，我谨代表全体十中人向社
会各界关心学校发展、关注学生成长的新老
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愿。

沈阳市
第二中学校长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我代表辽宁省实验中
!,-.年，满载梦想和追求向我们款款走
学全体师生祝福伟大祖国日新月异，
更加繁荣
来。在这辞旧迎新、喜庆祥和的美好时刻，我
昌盛；
祝福教育事业人才辈出，
更加生机蓬勃； 代表第二中学的全体教职工祝福大家幸福。
祝福各位朋友万事如意，
更加幸福安康。
沈阳二中以“大气成就大器”为校训，以
辽宁省实验中学是新中国的第一所实验 “全面发展、个性特长、文明品行”为培养目
标，以每班/,人左右的小班化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
秉承
“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
办影响学生
为平台，在致力于追求办学高质量的同时更
一生教育”
的办学理念，全面培养学生的核心
追求办学的高品位，同时重视体育和艺术教
素养，
不断完善育人机制。在!,-$年高考中，
我
校再创佳绩。辽宁省实验中学建校近七十年， 育对学生人生发展的影响。!,-0年，沈阳市第
二中学将迎来$,华诞，风雨七十年，我们有幸
培养了五万多名优秀的毕业生。新春佳节之
际，
我们欢迎海内外校友归来，
相聚沈城，
为东
同行。一路上有你，我们不曾忘记，生命里有
北的再振兴建言献策，
贡献力量。教之道，
吾辈
你，我们更当珍惜。
二中人，
希望校友们回家。
行路不辍！道之远，
“省实验”
愿为前卒。

沈阳市
第一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市第一中学全体师生，向
全省人民及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社会各界
人士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我们始终秉承“从‘心’开始，向‘一’进
发”的学校精神，
力求用情智交融的教育理念
培养“国际视野、
国家情怀、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高素质人才。学校成立辽宁省唯一一所空
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回望过去，
一中在教育改
革与实践中砥砺前行，学校高考高分段率、一
本率等连创新高；展望未来，全体一中人将全
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学校的全新突破
与卓越发展。沈阳市第一中学与您一同走进
新时代，
共创新未来！

沈阳市
第二十四中学校长

二十四中学年逾六十，却焕发青春之华。
!"#$年，学校成为沈阳市优质化高中、辽宁省
百姓心中优质学校。优质源自前瞻的教育理
念：从小班化高效课堂到分层走班教学，从
%&'(实验班到)*'+智慧课堂，从美术特长
教育到零基础培养，从生涯规划指导到国际
化交流。立足新的起点，二十四中学将永葆学
生至上的教育情怀，坚守担当创新的教育责
任，付诸高考改革的教育行动，为每一名学生
提供优质教育。
愿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虔诚的祝福，带
给您幸福而成功的一年！耕耘者的跋涉，化作
华美绚丽的乐章，传承、
激昂、
奋进……

沈阳市
第二十二中学校长

沈 阳 市 第 二 十 二 中 学 始 建 于 #014 年 ，
#00.年被沈阳市教育局命名为市级重点高
中。!,#$年，沈阳市高中生学业水平考试全
科合格率优秀学校，沈阳市毕业生学业成
就增值评估优秀学校，被沈阳市委市政府
命名为沈阳市文明校园，成功晋升为沈阳
市优质高中，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足球特
色学校。
未来，我们在追求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沈
阳市第二十二中学将在“和谐、勤奋、求实、创
新”的校风指引下，在数字化校园的建设中，
争创成绩优异、家长满意、校园如画、可持续
发展的优质化高中！

沈阳市
第五十六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全体师生，
向
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校发展的各级领导、
各位
家长、
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年我们砥砺奋进，丰收满载：
“全国
篮球特色学校”
“ 辽宁省数学学科研修基地”
“沈阳市优质化高中”
“ 沈阳市普通高中教学
改革实验学校”
“沈阳市高考成就入出口评价
增值评估奖”
……
!,-.继续坚持固本强基，加强思想作风
建设；继续坚持教学至上，推进素质教育；继
续坚持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继续加
大投入，优化办学条件和环境。最后，祝沈城
人民新春大吉，
万事如意！

东北中山中学
校长

东北中山中学全体师生给沈城百姓拜
年，祝福大家新春吉祥，万事顺遂！
东北中山中学作为拥有红色基因的一所
省重点高中、
省示范高中，沈阳市百项办学特
色校，办学条件优良，育人环境优美，教师队
伍优秀，管理手段优化，教育质量优异。多年
来植根家文化沃土，致力于办有情怀、有担
当、有温度的教育，
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新
的一年，新的时代，
全体教职员工愿用实际行
动办鼎新优质学校，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
在创新中谱写沈阳教育的华彩乐章，为
沈城百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砥砺
前行。

沈阳市
第三十五中学校长

感谢关心支持/1中的挚友们！新春将
至，祝愿每个人前行的路上都充满阳光和
温暖！
我深知，
/1中的教育不是选人，而是育
人。我追求教育的品质与品位，推崇中国传统
圣贤之修养和西方理性精神的融合2以“兰文
化”
“容文化”
“学友文化”承载三十五中学的
文化基因。让孩子们有“兰”之品格、君子雅
行、善于合作、有宽广的心胸、有个性的生长，
使校园有宽容、有批判与怀疑的土壤，从而滋
生科学与理性精神。我愿意站在教育梦想的
朴素起点，构筑着生命教育的美好未来，并在
三十五中学这片教育园地里延伸！

沈阳市
第二十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市第二十中学全体师生祝
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蓬勃发展；
祝福每一个家
庭平安喜乐、
幸福安康；
祝福每一位学子学有所
成，
金榜题名。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是省重点高中、
省示范
高中、
省教学特色学校、
省课改样本校。过去的
一年我校继续丰富校园活动，
“ 冰雪嘉‘廿’
华”第二季冰雪节等社团活动相约走进校园。
教学成绩喜人，
我校高考成绩再创新高。!,-.
年我校坚持“追求卓越”办学理念，不断深化
课程改革，全方位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
展。展望未来，
全体
“二十”
人必将自觉肩负起
为国育人的崇高使命，
助力辽沈教育发展。

沈阳
铁路实验中学校长

我谨代表沈阳铁路实验中学全体师生恭
祝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莘莘学子学业进
步，高考蟾宫折桂。
沈阳铁路实验中学过去的一年，立足“本
真”教育特色，持续跟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落
地，努力推进“四线德育”
“四主课堂”
“三项工
程”
“三项管理”的学校教育的“四四三三”工
程，开展了校园合唱节、金秋体育节、创建“天
平”公益社团分社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教
育教学越上新的台阶，高考成绩实现新的突
破。!,-.年学校将紧紧围绕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学生生涯规划指导、探索高考新改革的实
施策略，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沈阳市
第八十三中学校长

./中学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年，我们的高考成绩取得新的突破，
连续第八年获得市高考贡献奖。我们囊括了
市教育局所有年度奖项；我们被评为“潜力最
大，提升最快”学校；我们的毕业生成为沈阳
市唯一的女空军飞行员。
眺望新征程：我们将坚持以提高教育质
量和人民的教育获得感为目标；继续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技术及工具的应用；进
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学生的
情怀使命教育。让我们再一次用奋斗为科教
兴国之梦添砖加瓦，写好教育的“奋进之笔”，
并创造“得意之作”
。

沈阳市
第十五中学校长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全体师生向所有关心
和支持学校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
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沈阳市第十五中学建校六十多年来，确
立了“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突出抓好特色
办学”的发展战略，树立了“以人为本2师生共
同发展”的教育理念2坚持以德立校，依法治
校，努力打造幸福十五。
!,-$年高考，一批本科实现率!,,3，二批
本科实现率045/!3，均创历史新高。!,#$年高
考一本升学率//5/3，二本以上升学率超过
..3，真正实现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升学
目标。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