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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请专业人士进校 为学生增长知识
浔阳区浔东小学

双峰小学濂溪校区

辅导学生心理健康

开展爱牙护齿知识讲座

本 报 讯（范 慧 萍 记 者 商 乐）4
月 10 日，浔阳区浔东小学邀请九江
市心理咨询协会会员到校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团体辅导课，以提高学生心
理素质。
在主讲老师的组织下，同学们迅
速分成四个小组，并开展了各种竞赛
活动。别具一格的 T 台秀、注重合作
协调的两人三足竞赛、有趣的盲人与
哑巴等游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
性，使学生们受益匪浅。学校及老师
表示将会努力学习好心理方面的知
识，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在实
践中灵活运用好心理教育规律。

扶贫慰问暖人心

本报讯（王勤 记者 商乐）4 月 11 日，九
江小学深入庐山市蛟塘镇芙蓉村开展扶贫
帮扶活动，走访慰问贫困户。
走访中，该校领导询问了贫困户胡淼水
家里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嘱托两位老人
好好保重身体。随后查看了熊炎金家的房屋
改造情况，
与贫困户深入交谈，
了解他们的困
难，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此外还代表学校给
贫困户们送上了大米、
食用油等慰问品。

经开区双语实验学校

举办语文专场竞赛活动

浔阳区柴桑小学

讲座现场。
讲座现场
。

举办防欺凌教育讲座

本 报 讯（虞 晨 鑫 记 者 商 乐）4
月 10 日上午，浔阳区柴桑小学邀请
浔阳区甘棠派出所民警到校，为五年
级的师生们上了一堂“防校园欺凌”
知识讲座。
讲座以专业的法律知识结合鲜
活案例展开，告知同学们校园欺凌行
为对当事人的身心都会造成不同程
度的伤害。教育学生要从我做起不
欺凌他人及受到欺凌该如何处理。
并向师生普及了相关法律条款，实施
欺凌者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要承担相
应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
任，
以警示学生远离欺凌行为。

九江小学

本报讯（熊细妹 记者 商乐 文/摄）近
日，双峰小学濂溪校区举办爱牙护齿知识讲
座，增强医生爱牙护齿意识。
讲师从牙的构造讲起，
普及乳牙和恒牙、
智齿等相关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刷牙等。并

告知学生们要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少吃糖
果，预防龋齿。此外，要注意平时的卫生习
惯，不咬手指头，不咬铅笔头等异物，不用舌
头舐牙齿。如果牙齿有病，应及时就医。遇
有蛀牙坏牙，
应予以修补或拔除。

经开区兴中学校

邀请博士来校开展专题讲座
本报讯（朱淳玕 九江日报见习记者 王
坤）近日，兴中学校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吴长
城、赵媛博士来校进行课题调研与专题讲座
活动。
活动现场，赵媛面向五年级学生作了
《教学视频中个性化交互对小学生学习的影

响》的课题实验，从学生学情出发，多角度、
多维度参与，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比对，
为小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据悉，兴中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把“走出
去”
与
“请进来”
相结合，
不断促进信息技术与
学科深度融合，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浔阳区湖滨小学桃园校区

濂溪区浔南小学

召开毕业生家长会

家委会代表给学校送锦旗致谢

本报讯（沈宏 九江日报见习记者 王
坤）4 月 8 日，湖滨小学桃园校区六年级家
长齐聚校园，参加该校召开的“2019 年小
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小升初）”
工作会。
会上，
班主任老师对毕业生工作的相关
政策进行了宣讲与解读，
强调了小升初报名
送审、复审时间，
方便家长及时准备相关材
料，
家长们都用心聆听并认真做好记录。
会后，许多家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咨
询，
老师都进行了耐心解答，
解决了家长心
中的困惑。家长们纷纷表示：
“让孩子们健
康幸福地成长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一定会配
合学校，
共同做好今年的小升初工作。
”

开展数学教研活动
本报讯（宋佳佳 九江日报见习记者 王
坤）为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提高中学数学
教师专业素质，充分展示鹤湖学校数学组教
师教学风格，近日，鹤湖学校开展数学教研
活动，
经开区全体初三数学老师参加。
本次活动由戴慧老师主讲，授课内容是
《动态问题》。课上，
学生们主动交流，
积极发
言，
课堂气氛活跃。课后，
各校听课老师各抒
己见，
充分肯定了这堂课的优点，
也指出了不
足之处，
真诚地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设想。
最后，胡雄华老师作了总结，他肯定了
这节课在教学中的示范性作用，希望在座老
师继续发扬这种积极参与，共同研讨、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的精神。

瑞昌市实验小学创佳绩
本报讯（蔡琦 曹川鹏 记者 商乐）近
日，江西省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竞赛在南昌大
学前湖校区隆重举行，瑞昌市实验小学代表
队势头强劲，勇夺 MakeX 机器人蓝色星球小
学组冠军，并包揽这个项目前四名。
本次竞赛项目有星际穿越机器人任务
赛 、MakeX 机 器 人 挑 战 赛 蓝 色 星 球 项 目 、
WER 工程创新赛等 9 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
省共 800 多位参赛选手。比赛中，瑞昌实验
小学选手们发扬团结精神，在教练的指导
下，沉着冷静，机智应战，最终摘得 MakeX
机器人蓝色星球小学组桂冠，并包揽这个项
目前四名。

召开小升初家长会

家长代表给学校送锦旗。
家长代表给学校送锦旗
。
本报讯（陈萃 记者 商乐 文/摄）近日，
濂溪区浔南小学几名家委会的家长代表，手
捧着一面印有“父母课堂 浔南先行 家校联
动 广育梁材”的锦旗来到学校，对学校精心
组织的家长家庭教育活动表达感谢之情。
据悉，该校自 2018 年 9 月以来，多次组

织开展针对家长的家庭教育讲座，获得家长
们的高度赞赏。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上心，但苦于缺
乏明确的教育方向，为此，学校多次开展家
庭教育讲座，为家长们指引教育孩子的方
向，
更好地实现
“家校联动，广育梁材”。

市烟草专卖局开展
“一对一”谈心活动
本报讯（彭芃 记者 商乐）为有效疏导
一线员工情绪，及时解决基层问题，近日，九
江市烟草专卖局在全市系统开展“一对一”
谈心活动。
该局县区领导分别深入基层，与一线员

经开区鹤湖学校

省青少年智能机器人竞赛

濂溪区五里中心小学
本报讯（虞丽 记者 商乐）4 月 9 日，
濂溪区五里中心小学召开六年级小升初
家长会，
解决了家长担心的升学问题。
该校相关领导给家长们解释了九
江市中招文件相关政策，同时让家长们
了解濂溪区五里中心小学小升初工作
安排，以便及时完成小升初学生信息的
上报。同时对孩子们学习习惯的养成，
学习方法的灵活运用以及孩子们学习
态度转变的辅助措施提供了建议，令家
长十分受用。

本报讯（王珂 九江日报见习记者 王
坤）4 月 8 日上午，双语实验学校中学部举办
了语文“同课异构”的专场竞赛活动。中学
部全体语文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徐丁勋和叶丹两位老师同
台教学，共同演绎了八年级上册文言文《马
说》。课上，叶丹讲授，教态自然，收放自如，
通过刘备与的卢马的故事，自然地导入到了
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中；徐丁勋在授课中精
心设计问题，并从文言文教学重点“朗读”下
手，让学生在朗读中读出了语气，体会了情
感，悟出了文章主旨。
两位老师呈现了一节精彩课堂，让本次
“同课异构”赛课活动达到了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探讨、共同提高的效果。

工面对面开展谈心，实事求是地了解干部职
工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增进上下级之间、
同事之间的相互理解。此次谈心改变以往
座谈会形式，采取“一对一”个别谈话方式，
不带笔记本、不作记录进行谈心，了解干部

职工个人思想、生活、工作情况、存在的困
难，以及对组织的意见建议，及时解决问题，
化解员工负面情绪，引导员工正确对待工作
和生活中的荣辱得失，形成企业内部和谐相
处、齐心协力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德安县第三小学

参观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

本报讯（岑珍 记者 商乐）4 月 11 日，德
安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师生来到位于德安县
工业园西区的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开
启绿色研学之旅。
在科技园，师生们参观了人工模拟降雨
室、气象观测站、坡面侵蚀示范区、生态排水
沟道示范区等地方。孩子们观察不同的生
物树种和植物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况，直
观地感受到水土流失与植被的关系，了解水
土流失的原因和危害，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
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感受到水土流失
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纷纷表示要从
自己做起，爱护草木，保护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