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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小小外交官”公益课堂又开课了
100 余名小记者和家长共同学习

本报讯（记者 商乐 文/摄）3 月底，首
期小记者
“小小外交官”公益课堂反响热烈，
为此，4 月 11 日及 12 日下午，市小记者协会
携手协会英语培训基地——优行教育开展
了第二期
“小小外交官”公益课堂，来自九江
双语实验学校、濂溪区怡康小学等学校的
100 余名小记者和家长在这里共同学习。
活动当天，小记者们早早地来到市小记
者协会携手协会英语培训基地——优行教
育，便围着外教老师 Marc’s 叽叽喳喳地议
论开了。
“老师，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呀？”
“老
师，你们晚饭都吃什么，和我们这里不一样
吗？”小记者们对异国风情充满了好奇，也带
动了大家学习英语的热情。Marc’s 老师从
学习小动物们叫声的英文表达方法开始，带
领小记者进入一个奇妙的英语世界。调动
小记者们学习英语的热情和积极性后，再通
过简易好记的动作、朗朗上口的旋律，使低
年级的小记者们在欢快悦耳的歌谣中掌握
26 个字母音，感受英语的韵律节奏。而高
年级的小记者则通过训练从阅读中积累词
汇和认知语法的好习惯，让小记者们在当堂
课就掌握了一半音标。
此次公开课让小记者和家长都受益匪
浅，许多没报上名的家长也纷纷询问下次活

外国语实验小学

给校园进行大扫除
本报讯（徐云 见习记者 刘小凤）近
日，外国语实验小学积极开展校园及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学校成立了领导小组，各分管部门全
面负责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及校园文化提升
的统筹和组织工作。综治部门负责校园秩
序整治工作，积极主动协助区直相关部门
开展“治乱”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德育部
门负责校园环境整治，做到每周一小搞，每
月一大搞，确保校园整洁明亮，无卫生死
角。德育处将大力开展以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思想教育活动，以德树
人，全面提升全体教师人文素养，大力开展
文明创建活动。

湖滨小学

整治环境一个月
公益课堂。
公益课堂
。
动时间。据悉，市小记者协会将携手协会英
语培训基地——优行教育持续开展一系列

公益公开课活动，具体时间和报名信息请关
注
“九江市小记者协会”微信公众号。

都昌消防大队来了一群“小客人”
本 报 讯（李 辉 柱 见 习 记 者 刘 小 凤
文/摄）4 月 10 日，天气晴朗，都昌 68 名小
记者走进县消防大队，亲自感受消防官兵
为保都昌―方平安的风采，亲自体验消防
官兵防火灭火的过硬功夫，并一个个穿上
消防制服，当了―回“小消防兵”。
都昌消防大队为都昌的防火灭火和
救急救灾救难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好事，
得到都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当小记
者来到消防大队营地，受到消防官兵的热
烈欢迎。消防官兵不仅向小记者介绍了
消防大队自身建设情况，还讲述了近年都
昌防火和灭火的真实事例。他们向小记
者重点传授了日常生活中防火的常识和
发生火灾如何自救的方法，并让小记者们
穿上了消防制服和防护服。
通过这次“跑消防”，小记者们收获满
满。他们都表示，回去后要在学校和家庭
之中当好消防义务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商乐）近日，九江开发区鹤
湖学校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
师、九江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秦穆英
来校给老师们举办了一场心理健康教育座谈
会，从“教师自身情绪的调控”和“学生心理健
康的关注”两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疏导。
此次座谈会从教师如何调节自身情绪开
始，引领教师将自我情绪调节到最佳状态，尽
自己所能为学生创造和谐的教育环境。了解
到对于学生的心理辅导，和自身的情绪调节
应该实现多元化。应该将对学生的心理辅导
寓于平日的教学管理工作之中。还应该与家
庭教育相结合，和家长一起，做自己情绪主人
的同时也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湖口烟草分公司强化
卷烟防霉宣传工作

本报讯（占晓凤 记者 商乐）近日，浔
阳区湖滨小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校园周边
环境整治活动。
据悉，该校大力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
秩序，检查校园周边交通标志、标线各类安
全设施是否完善，
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的交
通安全，积极解决学校周边无牌、无证车辆
非法经营问题。同时，联系区食监局、工商
局、环保局等单位，清理校园及周边的餐饮
店、医疗点、食品店等各类非法经营无牌无
证摊点。加强学校食堂监督，
防止食物中毒
等情况发生。此外，
还建立健全环境专项整
治领导机构、议事办事机构，经常性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组织学生走进湖滨小区，
清理
绿化带里的垃圾、处理宣传栏里张贴的广
告、
重新整理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等。
该校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整治，
校园周边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柴桑小学

助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消防官兵在向小记者们讲解消防设备的用处。
消防官兵在向小记者们讲解消防设备的用处
。

缤纷校园

鹤湖学校举办
心理健康专题座谈会

校园环境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瑞昌市二小开展安全主题教育
本报讯（何昭明 何进军 记者
商乐）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提
高全校师生安全意识和自我救护能
力，近日，瑞昌市第二小学开展“珍爱
生命，
预防溺水”
安全专题教育活动。
近日，该校各班级利用班会课开
展了专题教育。通过一张张生动形
象的图片、一桩桩摧心剖肝的事例、
一组组骇人听闻的数据、一声声撕
心 裂 肺 的 呼 唤 教 育 学 生 做 到“ 六
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
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

本报讯（程小燕 记者 商乐）为避免卷烟霉
变给零售户带来损失，近日，湖口烟草分公司加
强卷烟防霉变的宣传力度，积极帮助零售户开
展卷烟防霉工作。
该公司提醒零售户注意卷烟日常保管，加
大对农村零售客户和新入网客户的防霉变宣传
力度，指导客户样品卷烟要常更换，对于有些货
柜经常被阳光直射的，可以用空盒进行出样；帮

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不擅自下水施救。班会尤其着重教
育学生如何预防溺水、如何自救自
护，还教育学生遇到同伴溺水时避
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
即寻求成人帮助。
在对学生进行防溺水主题班会
教育的同时，学校注重家校联合，与
家长签订了《瑞昌市第二小学防溺水
安全责任书》，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
监护意识，让家长切实承担起监护责
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力求
通过家校联系，同心协力，更好地促
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助零售户分析，指导零售户合理订购卷烟，尽量
做到卷烟销售畅销平衡原则，加快卷烟周转频
率，尽可能减少卷烟储存时间，以降低零售户
储存成本和霉变风险；要求卷烟存放地通风、
阴凉、干燥，忌随意摆放，对于没有条件的小
客 户 ，建 议 他 们 经 常 使 用 电 风 扇 进 行 通 风 。
要求卷烟与异味大的商品分开存放，以免影响
卷烟的吸味质量。

本报讯（殷文慧 记者 商乐）自今年全
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以来，柴桑
小学采取有力措施，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
该校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倡导师生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倒污水，不
乱贴乱画，不乱摆摊位，不乱停车辆，不损
坏公共设施，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
烟，不说粗话脏话；充分利用电子屏、黑板
报、宣传栏等载体，营造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氛围；开展以校园环境“净化”大扫除为重
点的环境综合治理活动。对校园内部、学
校大门、围墙等进行了全面的集中清洁和
维护，并组织学生对学校门口 300 米范围
内的街道和街边便道进行了打扫和清理；
同时召开“小手拉大手，共创洁净浔阳”主
题班会，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增强家长和社
会成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共同爱护家园，创
建文明校园。

濂溪区一小

开展环保征文比赛
本报讯（记者 商乐）为倡导文明、绿色
的生活方式，
广泛宣传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
危害，
不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近日，
濂溪区
第一小学开展
“小手拉大手”
环保征文比赛。
此次征文主要围绕自己主动不放烟花
爆竹并劝说家人也不放；
发现身边保护空气
环境的人物和事例；
自己的环保感想等三方
面的内容进行写作。该校全体同学认真准
备，
积极参赛，
经过评委老师的精心点评，
最
终有163 名同学获得了一二三等奖。
通过此次
“小手拉大手”
环保征文比赛，
让
“禁燃”
意识深入孩子们的心里，
从而带动
家庭、
社会各阶层关注并参与
“禁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