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黄声兰）10月31日9时，国
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卿尚霖一行
到瑞昌市第七小学调研羽毛球特色教
育工作。

卿尚霖副司长一行实地察看了七
小教学楼、运动操场、羽毛球训练场
地。七小校长王能希向大家介绍了学
校的基本概况、羽毛球特色创建及师资
配备等情况，并带领调研组一起观看了
学校特色羽毛球展示课及学生训练活
动。在调研过程中，六年级学生们正在
崭新的操场上做羽毛球操，孩子们跟随
音乐上下挥舞着羽毛球拍，教练老师和
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赢得了调研组
的称赞。

卿尚霖副司长对七小特色教育教
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学校的
发展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建
议。他说，国家目前倡导全民运动，尤
其重视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教育。学校
应努力提升教育质量不放松，担好育人
使命，学生学习和训练都要紧抓，让特
色校园文化成为学校发展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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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汪梅芳 夏丽 蔡晓波 徐征）
近日，瑞昌市第六小学及瑞昌市第七中学
分别在各自学校举办2019年秋季运动会。

10月30日，瑞昌一中第35届校运会在
校田径运动场盛大开幕。庄严的升旗仪式
后，令人期待的大型团体操表演拉开帷
幕。各年级部千人强大阵容惊艳亮相，《点
赞中国》《不忘初心》《为你喝彩》等节目，精
彩演绎，竞逐风流。随后，运动会各个项目
比赛展开了激烈角逐。据了解，瑞昌一中
本届校运会共有 32个比赛项目，约 2800名
运动员参赛。

10月 30日至 11月 1日，瑞昌七中举行

第二届秋季田径运动会。该校此次运动会
有十多个比赛项目，运动员1300多名，有42
人次打破校纪录。本次运动会旨在培养学
生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
挑战的意志和担当风险的能力。

10月 30日上午，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
行曲，瑞昌六小 6300多名师生在旗手的引
领下，依次有序地走过主席台。运动会开
幕式上，还表演了极具特色的五个大型团
体操表演。为期三天的校运会，展现了瑞
昌六小“活力校园”的风采，展示了学生的
个人体育风貌及班级齐心协力，团结拼搏
的精神。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调研组
到瑞昌七小调研

本报讯（王玉荣 王超龙）11 月 1 日上
午，瑞昌市实验小学少先队员代表牵手家
长志愿者，积极参加学校和城管局联合举
办的城市管理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们统一佩戴小红帽和红袖章，在
城管局执法队队员的带领下，兵分3组分别
来到求知路南北两旁门店，卓领福地小区商
铺，开展城市管理志愿服务活动。小小志愿

者们向市民发放城市管理宣传单页、对不文
明行为进行劝导、帮助搬离占道经营的物品
……一路走来，沿街商铺店主和市民纷纷为
志愿者们竖起了大拇指，带动了更多的市民
参与关注城市管理工作。家长志愿者说：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让孩子体验城市
管理工作，从小树立文明城市的管理理念,城
市的文明管理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徐来喜）为丰富教工的文化
生活，缓解工作压力，11月2日，瑞昌六中
工会组织全体教工开展易家河采摘暨观
武宁夜景一日往返秋游活动。

秋游活动第一站到武宁鲁溪洞探幽，
洞内造型各异的钟乳石、泠泠作响的山泉
水，让教工们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游
完鲁溪洞，教工们驱车前往永修易家河摘
橘子。晚上八时许，乘坐游艇悠闲地欣赏
着山水武宁的璀璨夜景，让人心旷神怡。

活动结束后，教工们纷纷表示，本次
秋游内容丰富，收获多多，增进了交流，愉
悦了身心，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期盼
学校今后多开展类似活动。

本报讯（蔡晓波）10月 31日，湖北词源
教育投资公司来瑞昌一中捐赠，瑞昌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琪，副市长程世贵，湖北词源教
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淑华出席捐
赠仪式。瑞昌一中校长柯瑞坤代表学校与
对方签约，并接受捐赠。

陈琪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瑞昌市情和
教育发展情况，并指出，湖北词源教育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公益助学，此次

捐赠瑞昌一中，既是情系桃李、惠泽教育、
捐资助学、回报社会的慷慨善举，更体现了
董事长心系教育、支持教育的高尚情怀和
满腔热忱，也为我市持续推动教育事业发
展提供了源源动力。陈琪要求，瑞昌一中
要认真管理好、使用好善款，进一步加强校
园建设，改善教学条件，激励师生队伍，促
进教育发展。

洪淑华介绍了湖北词源教育投资公司

近年来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表示，“教育事业
是照亮别人，亦是照亮自己”，希望以此次捐
赠签约仪式为契机，助推校企双方发展。

据了解，湖北词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文化教育培训、网络培训、语言培训、
游学、自费日本留学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教育
企业。根据双方协议，湖北词源教育投资公
司将分批次出资 350万元，用于支持瑞昌一
中基础设施建设、师生奖励资金。

湖北词源教育投资公司来瑞昌一中捐赠

瑞昌六中
组织教工开展秋游活动

瑞昌一中、七中及六小举办2019年秋季运动会

瑞昌实小开展“小手牵大手，城管志愿行”活动

本报讯（夏景）11月6日下午，湖口二小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来到
红色教育基地“九江舰”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在九江舰参观区、武器展陈区和军事文
化趣味体验馆，党员们一一细细观看，了解

“九江舰”多次参加全军、海军、舰队组织的
重大演习及海上巡逻等急难险重战备任务，
并表现出色，屡建功勋。2019年 7月 20日，

“九江舰”荣归故里，依托和运用它的教育资
源，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等活动，延续

“九江舰”的生命，彰显“九江舰”的价值。
通过这次党日活动，大家接受了一次生

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
忘初心，继续发扬“九江舰”保家卫国的坚韧
精神，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劳勇）根据《关于在全县教育系
统开展“三访三创三争”活动的实施方案》要
求，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
近日，湖口二中在全校认真组织开展了“三访
三创三争”暨“万师访万家”活动。

活动中，学校要求教师对家长反映的热
点、重点、难点问题做好记录，及时整理和总
结家访中的经验、心得，填写家访记录表，撰
写家访心得体会文章。截至目前，全校教师
共走访学生及家长 1600多人次，征集有关
意见建议40余条。

本报讯(李煌煌）11月 4日上午，德安县
第一小学成功举办了“护苗 2019-绿书签”
名家进校园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校园，
正版生活，绿色阅读”为主题。围绕“绿书
签”活动，主办方邀请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芳给同学们讲阅读，谈写作。

曹女士是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妹妹，
著有小说《风铃》《香蒲草》以及散文集《肩上
的童年》等，获得过冰心创作奖、冰心儿童图
书奖等荣誉。曹文芳老师用娓娓动听的语
言，以自己的成长经历，说出了童年的美好、
生活的美好，更强调了阅读、写作的美好。
曹文芳老师还用自己教育女儿写作的经历
告诉同学们写好作文的三个要素：独特、细
节、真情。40多分钟的讲座，不时爆发出同
学们热烈的掌声。讲座后，曹文芳老师还亲
切地来到同学们中间，回答他们的提问，与
他们互动交流。

本报讯（施洪 肖艳）近日，德安县第一
幼儿园开展了校园安全消防演练及防安全
知识培训等系列活动。

10月 28日上午，园长杨海燕主持召开
了全园消防宣传月系列活动动员会，分管安
全的副园长施洪对消防安全月活动进行部
署。10月 29日上午，学校开展了消防疏散
演练活动，整个演练活动紧张有序。

活动月期间，该园还邀请县消防队员为
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并通过

“灭火器的秘密”、“发生火灾怎样报警”等例
子，让每个孩子都能了解火灾的危害以及自
救知识。通过安全消防月系列活动，不仅强
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还进一步了解了火灾
发生时的应对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本报讯（涂雪子）11月3日，深圳游
友教育公益发展中心“火炬助学”活动
2019 年现场发放仪式在永修二中举
行。仪式由永修县教体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陈卫主持。

永修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曾庆茂出席发放仪式并讲话。他代表
永修县教体局感谢深圳市游友教育公
益发展中心的爱心团队多年来对永修
教育事业的关心和贫困学子的关爱，
并给予全县110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的中小学生每人每年1200元资助直到
完成学业。

仪式上，深圳市游友教育公益发

展中心爱心人士代表为 110名资助对
象共发放助学款 13.81 万元。永修二
中王秉佑同学代表受资助学生发言，
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一切困难，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关爱，长大后
将接过这根爱心接力棒，争当爱心传
递者。

据悉，深圳市游友教育公益发展
中心于2008年由深圳“南山好人”周堃
发起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纯公益
助学机构。自 2012年以来，深圳游友
教育公益发展中心持续在永修县开展
捐资助学，已累计资助贫困学生730余
人次，资助金额达90余万元。

本报讯（李晓真）10月 13日，永修
县教体系统“我和祖国共成长”教职工
书画摄作品展在县美术馆隆重开幕。
永修县教体局局长邹华生，副局长曾
庆茂、吕齐发、胡新等局领导参加了开
幕式。永修县总工会副主席邵继锋、
县书法协会主席刘文超、县美术协会
主席张德林、县摄影协会主席宋建明
等到场祝贺。开幕式现场观展人员达
120余人。

此次作品展由县教育工会组织，
共展出了从全县教职工228幅（篇）“我
和祖国共成长”主题书法、美术、摄影
和文学作品中评选出的75幅获奖的书
法、美术和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再现
了该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展现
了教职工的才情、智慧和艺术水平。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刘

文超主席对作品评审情况进行了说明，
并对参赛作品进行了精彩点评。他指
出本次参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出现了一批高质量作品，但也有部分作
品因错字、漏字或创作不规范，不注重
临帖等种种因素而遗憾落选。

本次活动得到了与会领导的充分
肯定。邹华生局长也强调，随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入，优秀传
统文化开始发挥重大影响，老师应充
当宣扬、推动传统文化的主力军。学
校要大力开展“三字一画”基本功活
动，为老师创造书画训练场所，在提高
教师最基本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养的
基础上，强本固基，注重教艺兼修，注
入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支持和培养一
批专业化教师，在推广、传承和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著名作家曹文芳走进德安一小

德安一幼
开展消防安全月活动

深圳游友教育公益发展中心

在永修县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永修县教体系统教职工书画摄作品展隆重开幕

湖口二小党支部
组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湖口二中
积极开展“三访三创三争”
暨“万师访万家”活动

本报讯（何昭明 梁德森）为解决瑞昌
市第二小学大班额及二部操场用地问题，
11 月 7日下午，瑞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
琪，副市长程世贵、教育局局长罗建等领导
到瑞昌二小二部，实地了解二部塑胶操场
用地，规划二小校园建设。瑞昌市教育局
校建办领导陪同检查，校领导介绍情况。

陈市长听取了李校长的工作汇报，详
细了解了二小二部塑胶操场用地情况，表
示将协调相关部门抓紧完善相关手续，使
该项目早开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校领导对陈市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给全体师生极大
鼓励，瑞昌二小的教育教学一定会更上一
层楼。

瑞昌市政府市长
到瑞昌二小检查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