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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学生的引路人！
——2017 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联欢会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我校迎来了第 33 个教师节。9 月 8 日下午，在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 206 报告
厅隆重举行 2017 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会上对我校近 60 名教职工进行了表彰。三尺讲台，勾勒人生春
秋；滴滴汗水，培育桃李万亩。作为道德先行者和学生引路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我们看到了在中央财经大学校园内一支肩负
建设教育强国重任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一个为中华民族赓续薪火奋发图强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正
在崛起。
大江奔涌，为人师者勇立潮头！

卢远瞩：做一个讲课好、为学生着想、值得学生信任的老师
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厚爱之

常问我自己：再过十年二十年，高水平的网上

外，我还要感谢学校给我提

课程和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学生的个性越来越

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

强，懂的东西很可能比老师都多，如果我还没

会实现做一名人民教师的理

被高校淘汰，我还能做大学生的老师吗？我的

想！感谢有众多优秀的同

知识结构和理念会不会落后于时代了？我能教

事，他们的爱岗敬业和创新

给学生什么呢？我还能与他们融洽地相处吗？

精神，对科研的热爱，对教

今天，看到这么多受到表彰的 30 年教龄的前

学的重视，以及对学生的精

辈，我又一次问我自己，我能像他们那样在教

心培养和深切关怀，都是我

育界坚持 30 年甚至更多年吗？所以，有机会

学习的榜样！同时，我还要

的话我一定要找前辈取经，向他们学习！在

感谢我曾经的老师们，是他

此，我也希望学校加强对未来教学趋势的研

们的精心培育才有了今天的

究，给老师们创造更多提升自己适应新时代教

我，也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

学要求的能力的机会，激励老师们去拥抱新的

我才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老

教学方式和潮流。我也要代表青年教师向这些

师的任重而道远，知道了怎

前辈致敬！希望自己有机会像他们那样，为教

样去做一名好老师！

育事业继续做数十年力所能及的贡献！
最后，再次祝各位同仁教师节快乐！让我

的学生们，是他们的宽容、鼓励和陪伴，带给

们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更

此隆重庆祝第 33 个教师节，表彰优秀教师。

我不断进步和坚持不懈的力量！我很高兴我与

优秀的栋梁之材，为我校的双一流建设贡献力

我是来自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卢远瞩，很

学生相处融洽，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学生

量！祝愿我校越办越好！

荣幸能够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在这里发言。首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甚至有学生因家长

先，请允许我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管得太严妨碍其独立成长来找我交流和寻求建

祝各位同仁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议。我也很高兴我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高

阖家幸福！

度 好 评 ， 例 如 ， 2015/2016 学 年 《初 级 经 济

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加入学校后的

学》 课程评教有学生给出评价：“远瞩老师上

经济学 （双） 学士、经济学硕士，新加坡国立

个人经历，并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真

课非常有趣，其人格魅力对我们的影响很

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理

诚的交流。2006 年 8 月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深。”2015/2016 学年 《中级宏观经济学》 课程

论和产业组织理论。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

2017 级的新同学们。金秋的校园又充

研究生毕业回国后，我就来到咱们学校任教，

评教有学生给出评价：“这学期老师教的中宏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 年获得霍英东教

满着收获的喜悦，我们即将迎来第 33

不知不觉已经 11 年了。感谢学校领导和我院

特别有趣！很喜欢，感觉开启了新世界的大

个教师节。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日

领导的厚爱，来校 5 年后，我在 2011 年评上了

门，谢谢老师这一年对我们这么好！”正是学

育 基 金 会 第 14 届 高 等 院 校 青 年 教 师 奖 三 等

奖，2017 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子，此时此刻，无论用什么方式，也

教授，同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生的鼓励，激励着我做一个讲课好的老师、为

划；2014 年，又被学校推荐获得第十四届霍

在国内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 20 多篇，其中

难以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在

学生着想的老师、值得学生信任的老师，这三

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

条也是我对自己身为人师提出的基本要求。

在这洋溢着丰收喜悦的金秋九月，学校在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

谢谢大家！

们：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社会心理

卢远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

16 篇 被 SSCI 收 录 ， 论 文 见 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等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和 《经

在此特别感谢李俊生副校长亲自为我写推荐

1940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

信。今年，我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并被学校

辰庆祝大会上致祝词时说道：“一个人做点好

推荐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深知，

国内外多种期刊匿名审稿人，教育部青年长江

在这 11 年里，我在教学、科研、育人和

荣誉只能代表过去。短时期做一个优秀教师并

学者奖励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

班主任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除了感谢

不太难，难的是在整个职业生涯都优秀。我常

科学基金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济学 （季刊）》 等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刊。担任

学院本科生张冰钰。
金秋，对于大学校园来说，洋溢
着清新的活力，我们在昨天迎来了

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向老
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让我们道一
声：“老师，您辛苦了！”
韩愈 《师说》 有言：“是故无贵
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
存也。”从古至今，尊师重教一直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任何人的成长
和成才，都离不开老师的培养。社会

曹晓燕：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老师，您辛苦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亲爱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下午好：

的每一点进步和创新，无不饱含着老
师的辛劳和奉献。老师们所从事的恰
似根的事业，默默地供给着枝叶的生
长，无私地付出着、奉献着，只是期

各位领导、同事，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代表从事教育工作满
30 年的 45 位老师发言。感谢学校和各职能部
门为我们组织了隆重的活动，祝贺我们从教
30 年，你们辛苦了！
感谢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出席大会，
你们的到来让我们倍感荣耀。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间，但人

生的三十年还是漫长的，能获

三十年来，我们可能没有感人至深、催人

此殊荣的都是中老年人。忆往

泪下的事迹，但我们所做的一件件平凡“琐

昔，三十年前，一群元气少

事”记录了我们三十年的奋斗足迹。我们三十

女、俊朗少年满怀对教育事业

年的奋斗，成就了我们如此丰富的人生，让我

的热爱来到学校工作，蓦然回

们获取了这个职业的最大回报——我们青春永

首，我们已两鬓斑白。正如

驻。

待用自己的奉献来成就花的美丽与果
的殷实。这才是世界上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事业！
最可亲也最可敬的老师们，还记得，每当我们在学习中遇
到困难时，是你们为我们答疑解惑，供给我们终生受用的宝贵
财富；在人生旅途中，当我们彷徨，找不到方向时，是你们带

我，昔日学生的燕子姐姐已经

三十年是教师职业生涯的里程碑，获此表

领我们走出困境，勇敢前行；在我们远离故乡与父母，感到孤

成为他们的曹妈妈，新生代的

彰我们倍受鼓舞。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

独无助时，是你们陪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温暖。作为中央财经

同事也亲切的称我为曹阿姨。

行，最大限度的释放我们的潜能。像三十年前

大学的学生，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爱的海洋中。父

岁月的沧桑改变了我们的容

一样，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按照习总书

母之爱，让我们体味到了养育的艰辛；朋友之爱，让我们体会

颜，内心会有一丝丝悲凉，但

记的要求以德修身，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为

到了互助的温暖；而老师之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不求回报、无

我骄傲、我自豪，我见证了中

学校的双一流建设、为学校的教育教学事业的

私关爱的博大。

财的发展与壮大，我与中财共

发展、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

成长；我骄傲、我自豪，我为

期待着更多的年轻教师像我们一样安心从

学校的教育教学事业贡献了我的青春和汗水；

教、终身从教，在中财的校园里慢慢变老、优

我骄傲，我自豪，我是学生的引路人。

雅变老。

三十年来，我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承担

祝大家节日快乐！周末快乐！天天快乐！

最艰难的时刻；我们有过动摇，但我们依然坚
守着我们的职业。

貌；我们也不是诗人，无法用诗的美妙语言来描绘老师们坚毅
的品格。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或许只有尊敬老师，严谨治学，
修身立德，才是我们献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代表全体同学向我们敬爱的老师们，

着社会需要我们承担的责任——教书育人。
三十年来，我们有过泪水，但我们度过了

我们不是画家，无法用泼墨丹青去勾勒老师们慈爱的容

曹 晓 燕 ， 女 ， 汉 族 ， 1964 年 9 月 出 生 ，

1987 年留校任教。法学院金融服务法教研室
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祝福，祝愿你们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社会与心理学院 16 社会 张冰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