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成都基础教育EPC年度盛典颁奖典礼今日举行

六大奖项揭晓
70座“金梯奖”，致敬15万成都基础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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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赴会，共襄盛典
用荣誉记录这一年成都教
育的发展变化

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上，全市22
个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
责人、学校校长代表、教师代表、专
家评委代表等“圈内人士”，将与各
友邻单位相关负责人和来自各个
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圈外嘉宾”一
起，数百人共襄盛典，共同见证六
大奖项——70座“金梯奖”奖杯的
诞生，用一个个荣誉奖项的颁发，
来记录这一年成都教育的发展变
化。

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也将以
主流媒体的视角与责任，聚焦成都
教育为这座城市发展带来的深刻
影响，发挥媒体的力量，为那些推
动城市建设的创新探索进行鼓与
呼，为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凝聚社会各界的发展动力，助力成
都教育强市的打造。

今年是“教育影响城市”成都
基础教育EPC年度盛典举办的第

二年，主题为：天府向上，育·见未
来，其用意不言而喻——既聚焦教
育对孩子适应未来的能力培养，同
时也表达了“教育影响城市”更影
响着城市未来的深层含义。

拾级而上，稳步前行
首设“金梯奖”嘉奖奋进的
成都教育人

2018成都基础教育EPC年度
盛典首次设置了“金梯奖”，以嘉奖
优秀的成都教育人。主办方告诉记
者，“金梯”的直观表述为“金色的
阶梯”，“金色”象征着永不褪色的
荣耀与情怀，“阶梯”则寓意着成都
教育拾级而上，稳步前行，同时，也
象征着成都教育人以爱、滋养和奉
献，为莘莘学子和无数家庭搭建起
的通往人生梦想和希望的阶梯。主
办方介绍，希望以这样寓意所铸成
的奖杯，来对成都教育人以及助力
成都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进
行最好的褒奖。

奖项评选方面，在公平、公正、

公开的基本原则之上，本年度盛典
还首次扩大了评审团的参与范围，
因此，今年评审团的组成为：教育
专家代表、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
各个政府部门代表、各大主流媒体
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代表以及家长
代表。教育从来都不仅仅是学校一
方的事情，孩子的培养，教育的发
展，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多方
参与，而教育的辐射和影响也不会
囿于校园的围墙，它深刻影响着我
们的家庭、社区，乃至城市发展的
方方面面，因此，这样的评委阵容
也将更好地引导社会各界对成都
教育的关注，为教育的发展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

管理创新，文化传承
六大奖项展示成都教育的
方方面面

从展现管理者智慧的“管理创
新”到体现文化自信的“文化传
承”，从“教育事件”到“年度面
孔”……本年度盛典共设六大奖

项，组委会将通过方方面面的盘点
和梳理，来展示成都教育2018年取
得的硕果，以及教育为这座城市发
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其中，今年还首次设置了“志愿
服务公益奖”和“年度十大面孔”。

“志愿服务公益奖”体现了“友
善公益”的天府文化精神，它旨在鼓
励广大中小学生以志愿服务的形
式，参与到城市治理和社区服务中，
让志愿服务融入孩子的日常生活。

“年度十大面孔”的定位则体现
了“家校共育”“社会助力”的教育理
念。“年度面孔”的获奖者可能是颇
有教育心得的学生家长，“家校共
育”的优秀典范，也可能是为保障学
校正常运转默默无闻的后勤人员，
是用自身行动一直关心并影响着教
育的社会各界人士，抑或是那些让
我们温暖感动的学生……他们可能
是教育的协助者，也可能是教育成
效的体现者，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
能是一群人……无论如何，正是因
为有了他（他们），我们的教育才能
够变得更加温润美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来自全城22个区（市）县教育
局、教育集团、学校、教育机构等

“圈内代表”，及文化界、科技界等
“圈外嘉宾”将集体出席今日的颁
奖典礼，为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教育工作者们，奉上鲜花与掌声、
尊重与鼓励，为成都教育注入澎湃
的激情与动力。

颁奖典礼现场，将有哪些亮点
呢？记者提前做了打探。

亮点一：
小记者集结
对话教育大咖

在今日下午举行的颁奖典礼
中，由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招募
选拔的30余名成都商报小记者将
活跃在活动现场。小记者们将深度
参与盛典活动，除了担当其中一项
重磅奖项的颁奖嘉宾之外，小记者
们还将与出席盛典的各路教育大
咖进行采访对话，完成摄影、直播
等一系列工作，接受成为一名“记
者”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小记者
们提供充足的采访空间，本次盛典

特别开辟了专门的采访区，保证小
记者们能够最大程度地与教育大
咖展开自由对话，锻炼采访沟通能
力。小记者们会提出哪些古灵精怪
的问题？校长们又将如何回答？当
天的颁奖典礼前，这个环节将通过
直播全程呈现，不容错过。

亮点二：
神秘嘉宾光临
讲述动人师生情

本次年度盛典共邀请到全城
22个区（市）县教育局、学校、教育
机构等“圈内代表”，以及文化界、
科技界等“圈外嘉宾”300余人，共
同见证成都教育2018年的累累硕
果，一起“育·见”城市美好未来。

除开“圈内代表”和“圈外嘉
宾”，本次盛典组委会还邀请到多
位“神秘嘉宾”，并在颁奖过程中穿
插设置了访谈环节。“神秘嘉宾”将
在现场讲述他们与恩师之间的深
情厚谊，分享当年他们在求学道路
上的励志故事。

记者已提前打探到，届时，一
名主持人和钢琴演奏家将会现身

这个环节。他们两位十分特殊，尽
管双眼看不见，却可以通过自己情
感充沛的语言和音乐，让大家感受
到他们激情澎湃的内心。在颁奖典
礼上，这两位“神秘嘉宾”的老师也
将来到现场，共同讲述一个诲人不
倦和执着追梦的动人故事。

除此之外，年度盛典颁奖典礼
上还将有多位“神秘嘉宾”出席，现
场分享精彩故事。神秘嘉宾都有哪
些？他们将讲述怎样的感人故事？
答案将在颁奖过程中逐一揭晓。

亮点三：
追忆改革开放40年
校长们讲述难忘瞬间

2018年，是成都教育丰收的一
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一
代又一代成都教育工作者们，用他
们的知识与关怀，为学生传授学识，
解疑答惑；用他们的责任与道义，为
学生打开世界，也为城市留下风雅。

作为百年大计，教育的耕耘与
收获不在于一朝一夕，成都教育之
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离不
开全体教育人2018年脚踏实地的

辛勤耕耘，也离不开改革开放40年
来所有成都教育人的兢兢业业。

本次盛典现场，校长们将集体
追忆激越青春，追忆改革开放40
年，回望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瞬
间。届时，都有哪些校长现场讲述
精彩故事？都有哪些动人瞬间令人
难忘不已？所有答案，都将在颁奖
典礼现场揭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兴超

六大奖项70座奖杯是如何评
选出来的，今年的整体申报情况如
何呢？一组数据，带你一起回顾。

申报激烈申报激烈
上千份材料展示成都教育波
澜壮阔的一年

今年是成都教育EPC年度盛典
举办的第二年，本届设有“年度面
孔”“年度教师”“年度教育管理创
新奖”“天府文化传承奖”“志愿服
务公益奖”等奖项，自开通报名渠
道以来，22个区市县教育局纷纷交
出高分“答卷”，同时，也有不少学
校以自荐方式，向主办方提交了材
料。年度教师板块，更有学生和家
长力荐自己心中的榜样教师。

截至报名结束时间，共收到上
千份来自各个区市县教育局以及
多所学校的上千份材料。每一份材
料中都记录着这一年的收获，每一
份材料中都体现了成都教育者不
变的初心，而这上千份材料汇聚一
起，展示的正是成都教育波澜壮阔
的一年。

教育专家教育专家、、社会名人社会名人、、家长代表家长代表
35人评审团审慎投票

本届教育盛典扩大了评审团的
参与范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包括
中国散文最高专项奖——朱自清散
文奖得主蒋蓝、花样游泳世界冠军
蒋文文蒋婷婷姐妹、中国教育学术
会学术委员纪大海、国家一级导演
陈福黔等教育专家和社会名人。

教育不止是一代人的成长，更
影响着千万家庭，在本届教育盛典
中，主办方特邀成都市实验小学蜗
牛电台创始家长崔馨予、成都七中
万达学校家委会代表姚峻生、成都
市友谊小学家委会代表刁万辉等
家长代表，以及成都市教育局、成
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
成都市委、成都市科技局等在内的
各政府部门代表、主流媒体代表等
共同组成最强评审团，审慎选出金
梯奖各大奖项获奖者。

评委点评评委点评
期待和15万基础教育工作者
梳理未来，共谋前路

“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教育与千家万户关系密切，从来都
不仅仅是学校一方的事情，无论是
孩子的培养，还是教育的发展，都
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参
与。”成都师范学院教授、成都市陶
研会会长姚文忠对主办方以主流
媒体的视角与责任聚焦教育的做
法予以了肯定。

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特级教
师邱易东谈及此次盛典直言，期待
通过教育盛典，与心系教育的各界
人士交流想法，共同推动成都教育
发展进步。

回望成都教育走过的2018年，
评委们纷纷表示，“我们也将一定
审慎评选，打捞出那些最值得褒奖
的成都教育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目前，2018“教育影响城市”成
都基础教育EPC年度盛典的准备工
作已经就绪。

今日下午14点开始，红星新
闻、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等多个
平台都将对此次盛典进行全程直
播，网友可在红星新闻客户端、成
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儿童团官方
微信和成都商报教育发布官方微
信在线观看颁奖典礼盛况。
具体观看路径为：

下载红星新闻客户端点击右
上“直播”栏目进行观看；关注成都
商报官方微博进行观看；同时，网

友也可关注成都儿童团官方微信
（ID：cdett1）和成都商报教育发布
官方微信（ID：cdsbjyfb），点击底部
菜单栏中的教育盛典即可进入观
看页面。

正式开始颁奖典礼前，成都
商报直播团队以及资深记者主
播还将随机采访出席本次年度
盛 典 的 教 育 大 咖 、部 分 校 长 名
师，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网友
们也可以就自己最关心的教育
话题与教育大咖、名师名校长在
线互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樊英

今日下午，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特别推出的年终巨献——“教育影响城市”2018成都基
础教育EPC年度盛典颁奖典礼，将献给这座城市。届时，活
动现场将公布近一个月来，经过34位评委审慎评选而产生
的六大奖项——70座“金梯奖”奖杯。

六大奖项包括“年度十大面孔”“年度教师”“年度教育
管理创新奖”“天府文化传承奖”“志愿服务公益奖”和“年度
十大教育事件”，同时，现场还将发布“改革开放40年成都
教育大事记”，勉励所有的教育人以奋斗者的精神致敬新时
代，激荡起成都教育人砥砺前行、再续新篇的奋进力量。

盛典亮点提前打探——

最动人的成都教育故事，会是谁来讲述

一组数据一组数据
带你温暖回顾2018年度盛典……

共襄盛典共襄盛典
四大直播路径邀你观礼

2017年度天府文化传承奖颁奖
（本报资料图片）

2017 成都基础教
育EPC年度盛典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