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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 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 他们辛勤工作、 无私奉献； 他们谆谆教诲、 爱生如子。

· 他们是我们人生航船前方的灯塔， 为我们冲破迷惘黑暗点亮灯光， 给我们力量。

· 如今， 风华正茂、 事业有成的你， 还能想起他、 她和他们吗？

·

26

年前， 新中国的教师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节日。

·

17

年前，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的教师们度过了自己第一个节日。 人们不会忘记，就是这个学院，经受了“

5

·

12

汶川大地震”灾难的
305

名师生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化妆造型，得到总导演
张艺谋的首肯和夸奖； 也是这个学院的师生参加香港世界发型组织的亚洲杯大赛， 包揽金银铜牌， 为国争光； 这个学院的毕业生多人被外交部选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

· 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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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师节来临的特殊日子， 本报特选登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的毕业生们对母校和老师们最真挚的祝福， 也以此向全国各地的教师们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和问候。

■

张杰

满园桃李谢师恩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毕业生感谢恩师， 祝福母校！

我爱你， 标榜
2003

年进入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
院学习人物形象设计时 ， 只为谋求一
门技艺， 日后能就业生存 。 从小受父
辈的影响 ， 对发型设计师的理解就是
剃头匠的概念 ， 半年以后我深深地被
学院一处一景的艺术气息所感染 ， 观
念也开始改变 ， 领悟到发型设计是技
术与艺术的结合。

如今 ， 在外交部驻外大使馆工作
的我， 想对母校说： “谢谢你教会了我谋生的技能， 也教会
了我做人的道理， 感谢你为我创造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出
国前， 我谨记学院任书记对我的嘱咐： “外交无小事”， 深
知作为一名标榜人应传承和发扬标榜精神。 我会积极地做好
本职工作， 不辜负学院的期望， 也希望学院能越办越好。 我
想对母校说： “我爱你标榜， 我爱你， 可亲可敬的老师！”

江雨桐
2005

届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人物形象设计系
毕业生

2009

年被中国外交部选派驻外使领馆工作

祖国、 母校常在心中
内罗毕 （

Nairobi

） 坐落在海拔
1700

多米的非洲中南部高原上， 四
季如春， 花开不败， 被誉为 “阳光
下的花城”。 非洲国家生活条件稍
微差些 ， 生活枯燥单调些 ， 来内
罗毕这

2

年多， 有些像回到我当年
部队的生活 ， 有些单调 ， 有些艰

苦， 有时候还会有战乱和不安全因素。 但我不会放弃， 更
不会逃避， 离开祖国和家乡， 才深知祖国二字在我心中的
地位和分量。 我将铭记离校前老师对我的叮嘱， 我将以毕
生的精力去实现 “以美提升人生命质量” 的信念。 在此，

祝愿所有教师 “节日快乐”。

罗杰
2003

届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毕业生
退伍军人———大学生———留校任教—

2008

年被选拔
为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

2009

年获外交部“优秀驻外
工作人员” 通报表彰。

您给我广博自由的人生
2007

年
10

月 ，我偕同夫人远赴美国 ，任中
国外交部驻外领事馆形象设计师。 回忆毕业
后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从一名懵懂无知的
学生到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的职场新秀。面对
激烈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竞争，我并不惧怕，因
为我的三年大学生活教会了我如何去应对困
难，如何去把握机遇，如何迎接挑战。

在美国，我先后参观了几所名牌大学。似乎在哪儿我都能发现标榜
的影子。 在美国排名靠前的

RICE

大学提倡“自由园艺”的理念。 而在标
榜的校训中，“博艺”正是传承了这一理念，从园林环境集各艺术风格所
长，到教学模式的广博自由，这都成为我毕业后就业的优势。

如今，在美国的工作给了我充分施展的空间，我定期为外交官们举
行形象设计讲座，我所设计的时尚、大方、优雅、亲和的职业形象，得到
外交官们的认可和赏识。 我被评为“

2007-2008

年度驻外使领馆先进工
作者”。 面对成绩，我心存感激，是我的母校，以“博雅为内精专为形”的
教育理念培养了我。

王吴威
2002

届标榜人物形象设计专业毕业生
2007

年被中国外交部选拔为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

我的家园我的爱
时光飞逝 ， 转眼间我在母校学习

和工作已经过了七个春秋 ， 而我也将
开启我作为祖国外交事业中一名大使
馆形象设计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 在我
心中 ， 母校对我而言就是养育我的第
二个 “家”。 人生能有几个这样风华正
茂的七年呢 ？ 每当我驻足于校园 ， 桃
花绽放它说春天来了 ， 橘子点头它说

秋天到了； 田园式的校园里成长着我们标榜学子， 伴随着悠
扬的钟声传诵的是 “明德、 尚美、 笃学、 博艺” 的校训。 在
学校时， 我获得过两次奖学金、 一次最佳技术奖； 在工作中，

荣获四次 “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在赢得荣誉的同时， 自己
内心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这样的动力将助我在新的工作中展
现自我风采， 实现自我价值。 选择标榜， 选择成长， 选择希
望！

贾志勇
2006

届标榜毕业生
2010

年被中国外交部选拔到驻外使领馆工作

浓浓思念深深祝福
春华秋实， 岁月如梭， 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

看着背着行囊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校的大学学子 ，

我的心中一阵感慨， 回想自己也曾像他们一样怀
揣着梦想跨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 如今时光已飞
逝过了

6

年。 毕业以来， 在母校的每一次欢笑， 每
一滴泪水， 每一份感动， 都让我难以忘怀。

今天， 借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衷心地
感谢我的母校———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感谢

您对我的栽培， 更要感谢学院所有的领导和老师， 感谢您们用满腔热忱让
我懂得了善良、 诚信和责任。

也正因为在一个诗意的校园有了这群辛勤耕耘的老师， 我才在学校学
到了家具设计专业过硬的专业技能， 这些知识使我受益终身， 让我能在行
业里始终凭着出色的专业素养赢得客户的尊重。

难忘母校， 难忘恩师。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对母校和老师的感激之情！

只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祝愿母校根深叶茂， 祝愿老师幸福安康， 桃李满天
下！

周建英
2007

届环境艺术系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生
现任四川川耗子家具设计公司设计总监

我与母校共呼吸
转眼 ， 毕业已经两年 。

漫步在幽静的校园之中 ， 我
常常会惊奇于校园日新月异
的变化 。 选择在毕业后重返
校园并留校工作 ， 让我能不
断地去重温逝去的岁月 ， 体
验略显刻板的书斋生活和寻
找内心隐秘的激情……

明德 ， 尚美 ， 笃学 ， 博
艺 。

5

年前进校时 ，

8

字校训
像一颗种子植入我的心里， 伴随着我成长， 一起走过大学

3

年的路程。 如今， 它已长成参天大树， 用它茂密的枝叶保
护着我， 为我的前行提供支撑。 而我， 也正为我的理想努
力着。

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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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我真心地祝愿我的母校年
年桃李、 岁岁芬芳； 祝愿全天下老师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刘燕飞
2008

届外语系毕业生
表现出色留校， 任职国际合作处

点点师恩
受益终身
9

月
10

日是全中国所
有教师的节日 ， 也是我
走上工作岗位以来过的
第一个教师节， 在当老
师的这半年里 ， 我深深
感受到老师的不易 。 正

如韩愈 《师说》 里所说： 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回忆大
学时光， 我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 还在老师的春风化雨
下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衷心祝愿奋战
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 祝愿您们：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刘跃宏
2007

届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服装设计系毕业生
现就职成都市华羽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任服装设计专职教师

母校心灵的故乡
感谢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让

我在这
3

年里改变了自己 ， 让我在这
样自由、 幽雅的校园环境中改变了自
卑的心态， 让我更相信未来需要自己
去把握。 选择的时候， 勇往直前； 放
弃的时候， 坦然释怀。

感谢我的母校， 是你让我度过了最纯真的时代， 成为我永
远的、 回忆的心灵故乡。

感谢在人生的道路上指引我前进的老师， 是您们让我明白
了坚强。

感谢风雨同舟的同学， 是你们让我懂得了友谊的力量。

冉启娟
2008

届管理系毕业生
现成都某知名策划公司策划总监

九月， 与老师有关， 与你我有关， 与大地有关。

九月， 大地把所有对老师的敬重挂在树枝上。 天空越过秋天的额头把对老师的颂赞都涂在天高气爽的蓝天上。

天空之上， 白云从天的那一边， 唱着赞美老师的歌谣， 音符弥漫进九月的呼吸。

于是， 天地在九月为老师塑造出一尊属于自己的雕塑、 一幅富有质感的画卷， 为人师者的形象在每个人心目中
清晰凸现， 几乎每个曾被它塑造过的精神、 思想和灵魂都能找到它的生命基因。

老师， 您是深夜里那一烛能够温暖世界的灯光， 数十年如一日谱写着最动人的深夜乐章， 悄悄手播日后能够点
燃世界的种子。

老师， 您是那穿着燕尾服的衔泥者， 是天地间的和风， 是参天大树， 呵护、 滋养着一颗颗嗷嗷待哺的心灵， 让
学子们春花一般的烂漫理想， 在您的枝头开遍。

曾见过一位年逾八旬的传道、 授业、 解惑者， 提起自己的学生， 兴奋、 自豪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怜爱之
情溢于言表……

曾见到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严师， 当看到学生一边歌唱一边簇拥生日蛋糕和蜡烛的小车缓缓向自己走来时， 再也
无法抑制自己老泪纵横， 激动成岁月深处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场景……

曾听说一位乡村少年， 晚自习后骑自行车独自穿越几十里乡村黑夜的茫然和恐惧， 只为和自己的老师说一会儿
话， 然后再踏入茫茫夜色里的寒冷归程……

还曾目睹一群像泥猴般的乡村孩子， 为了给老师送一个告别的礼物， 步行十几里， 最后在筋疲
力尽时， 恰巧遇到村里人的车辆， 孩子们每人手持自己的礼物， 在淳朴的乡间倏然盛开出一个移动
的春天……

无论是闻名世界的名师， 还是一生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无论是登上世界舞台的学子， 还是市井
里的一个个平凡者， 上至伟大人物， 下至平凡百姓， 谁没有经历过浩荡如风、 历历如昨的师恩？

也许， 刚刚逝去的流火七月， 对您来说， 您被刻进印刷机日夜忙碌的各色试卷里， 被倾注进各
种样式的纪念册所涌动的时光波澜里， 被影缩进学生行将升高的一阶阶楼梯里……

那么，老师，请让我们在这个收获的九月祝福您，因为它与你我有关，与时代有关，与世界有关。

在这个节日里， 让我们为您献上最美的歌唱与赞美———九月， 让老师绽开一张张世界上最动人
的笑脸。 它发自内心， 感动世界。

老师： 九月里的歌唱与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