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张舒婷 记者陈建 阮晔

报道 ：国家“ 安全教育日 ”期间 ，玉

山县怀玉司法所“ 用爱促成长，送

法进校园 ” 普法宣传走进怀玉中

学，为构建和谐美丽校园营造了良

好法治环境。

司法所工作人员向学校师生赠

送了 《 青少年以案释法读本》《 法律

服务便民手册》 ，以及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禁毒等类型的宣传资料，并

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有关涉法问

题。 司法所工作人员还为该校初中

年级

200

余名学生上了堂以“ 做好

安全教育，远离毒品危害”为主题的

法治课，从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

以及禁毒法的相关规定这几方面结

合典型案例， 生动形象地向同学们

作了详细讲解， 并向同学们普及了

食品安全及交通安全相关知识。 通

过此次讲座， 进一步提升了该校师

生的法治意识， 增强了学生自我保

护和防范意识。同学们纷纷表示，会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注重安全、好

好学习，做一个文明守法的好学生。

本报讯 江桂仁 单长华 记者陈

建 阮晔报道 ：近日，婺源县紫阳六

小

2000

多名学生在朱子像前举行

“ 拜师礼”， 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教育活动，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

根在师生们的心中。

仪式上， 全体师生向朱子像鞠

躬行礼。整场仪式庄严、古朴，在独特

的儒家风韵中， 以彬彬古礼谢师恩、

表敬意，展现出尊师重道的深厚文化

底蕴。“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

们感受到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

蕴，同时也很感恩老师的辛勤付出。”

学生们纷纷表示。 紫阳六小校长表

示，传统文化教育是学校办学的目标

之一，举办象征着尊师重教的“ 拜师

礼”不仅表达了紫阳六小学子对先贤

师长的敬意，也体现了紫阳六小对朱

子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希望

通过这样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活动，在

孩子们内心播下一颗尊敬师长、崇学

向善的种子，让学生从古礼中感知尊

师重道之义，树立起敬畏之心与向学

之志。

本报讯 徐芳 记者陈建 阮晔

报道 ： “ 促进科学学科更进一步

发展， 更好地搭建老师交流互动的

平台。 通过这次送教活动， 将城区

小学先进的教育思想、 教育理念辐

射到结对帮扶学校， 为结对帮扶学

校打造高质量课堂提供鲜活范例，

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城乡教师共进

步、 共发展。” 上饶县教研室科学

学科教研员黄奀媚向记者介绍说。

近日， 上饶县教研室派遣科学教育

团队， 联合上饶县第一小学来到了

望仙小学进行送教。

本次“ 送教活动” 由两部分组

成 ， 首先是课程展示 ， 课程结束

后， 各个学校的老师分别从教学环

节的设计、 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学

语言的组织进行了交流。 一名参与

本次活动的教师表示： “ 我觉得一

个好的老师 ， 不光要关注课本内

容， 也要关注与教材内容相关的资

源； 不仅要重视知识点的掌握， 更

要重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 通过

实验为学生验证自己所言非虚， 激

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并且

改变一些过于刻板的教育模式， 将

城镇教育的科学理念送往农村， 也

是‘ 送教下乡’ 真正的意义所在。”

近日，上饶县第一小学举行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万人宣誓签名活动。活

动现场，一条长

20

米以美丽上饶为背景的“共建卫生城市，同享大美上饶”

巨型条幅铺开，

6000

余名家长和师生有序来到活动现场签名。 本次活动共

设家长签名、教师签名、亲子签名、中队签名四个环节，为全面开展创卫工作

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徐伟 记者 陈建 阮晔 摄影报道

近日，我市各中小学校纷纷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铭记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英雄烈士。 德兴市绕二中心小学通过公祭活

动，师生们重温了先烈的革命历程，体会到艰苦的革命环境和条件，也领略

到先烈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 师生们纷纷表示，牢记历史，把握现

在，为“新时代”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姜卫锋 陈苒 记者 陈建 阮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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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改革 建设教育强市

———德 兴 教 育 聚 力 谱 写 新 芳 华

程存财 本报记者 陈建 阮晔

2019

年是建设“教育强市”目标的关键一年，德兴市教体局铆劲蓄力，将提升依法治教

水平、激发办学活力、提升综合素质、改善办学条件四方面作为抓手，在新的阶段继续谱写

教育新芳华。

努力提升依法治教水平

2019

年，德兴教育创新“ 党建

+

”教育工作，积

极探索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使学校党建工作

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做好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 各部门严格执行《 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德兴市中

小学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矩，推进作风建设，扭

住“ 四风”不放，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进一步完善

学校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有关程序和规矩。

该市坚持依法治教， 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意

识，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各类重要事项、评优评先等

重点工作必须民主决策，实行党务、政务、校务公

开，主动接受监督；妥善处理好师生关系，坚决杜绝

教师暴力体罚学生事件发生；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

稳步推进学前教育去小学化， 规范一年级招生工

作，避免出现入学考试现象发生。认真执行《 严禁中

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等文件

要求，净化教育作风。

努力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推进该市中小学教师专业

技术等级认定和岗位竞聘工作，继续优化“ 教师荣

誉殿堂制度”的激励与导向作用，推荐并表彰

100

名年度教育教学优秀工作者。 改进教师培训模式，

实施“ 名师”建设工程，启动“ 教育名家”“ 未来名师”

培养计划，实施区域分片、学校分类、教师分层的学

科组“ 送教下乡”培训；依托“ 互联网

+

”，开展线上线

下“ 混合式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素养。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推进“ 六三 ”高效课题研

究，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积极探索适合本校实际的教

学方式方法，优化教师教学备课。该市还聚焦学校、

学科课程与教学实施的关键问题，实施教研组特色

项目，开展各个学段先进教研组和优秀教研组长评

选活动，举办学科教研组建设论坛等。 继续推进学

校特色办学，完善星级学校评价机制，激发学校办

学活力。 深化浙沪赣教育合作发展体系，加强与浙

江宁波、上海长宁对接联系，努力学习其先进管理

的经验与管理模式。

努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开发社会教育资源，整合区域优质教育资

源，构建协同德育机制。 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制定

《 德兴市中小学德育目标与评价方案》 ，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日

常教育教学过程。

各校不断完善学生成长档案，制定“ 大数据”，

充分了解学生基本情况，推进因材施教，利用大数

据分析， 为学校教育管理与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依

据。 针对不同的学习障碍和负面因素，制定“ 学困

生”精细化、个性化的帮扶计划。

推动“ 全民”阅读工程，使学生不断爱上阅读。

德兴教体局要求校长、教师率先垂范，引领学生，带

动家长。 逐步完善必读书目的采购，各校建立阅览

室、图书角等供学生自由阅读的场所。 同时，利用

“ 爱领读”网络平台，丰富阅读途径，提高评价效率，

引领阅读导向。

努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加快推进德兴市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新建

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楼等校舍

11.19

万平方米及

配套工程，全年完成投资

1.5

亿元；并推进德兴市

铜矿中学改扩建项目，力争年内完成征地、招投标

等工作。

2019

年，德兴将实施铜都中学改扩建工程，预

计新建科技体艺楼、 食堂综合楼等校舍

3.12

万平

方米，完成银城一小改扩建项目，新建校舍

8000

平

方米，计划年内完成施工图设计、招投标等工作，并

开工建设，启动朱家坪小学整体新建项目，新建校

舍

12000

平方米，推进德兴铜矿一小异地搬迁和铜

矿二小扩建项目。

继续推进乡镇公办幼儿园全覆盖工程，加快推

进花桥、 占才、 李宅幼儿园建设， 力争所有项目

2019

年底主体完工，

2020

年秋季开学建成投入使

用。 开工建设龙头山、香屯、昄大等

6

所幼儿园项

目， 每所幼儿园分别新建园舍

3200

平方米及配套

设施。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实施教学点“ 专递课堂”

全覆盖项目，启动城区课堂“ 人人通”大数据采集工

作。 进一步加大投入，为学校配置办公电脑等现代

化信息教育设备。完善“ 德兴市中小学云教研平台”

功能，做好教学设计、课件、微课等学科教学资源库

建设，以学科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实现地区、学校、

师生的资源共享。开发基于“ 云平台”的教学资源评

比系统，实现教学资源评比“ 无纸化”目标。

清明祭英烈

上饶县：

“送教下乡”引领高效课堂

紫阳六小：

传统“拜师礼”彰显文化传承

小手牵大手

创卫一起走

玉山：

用爱促成长 送法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