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
Http://www.hbnews.net 教 育

编辑/版式 程文 /孙维维 hbck_chw@126.com 校对 杨素侠

2020年7月10日 星期五

JIAOYU

本报讯 日前，淮北市
翠峰小学“ 彩笔描家乡 彩
色绘童真”主题绘画比赛落
下帷幕。

在为期半个月的活动
中，学生们充分利用课堂内
外闲瑕时间进行创作。孩子
们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美丽
的家乡，用色彩挥洒童真，那
些熟悉的场景、动态在孩子
们的笔下纷纷呈现。参赛作
品形式多样，有儿童画、水彩

画、国画等。每一幅作品都
充分反映了他们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

“绘画可以使孩子一生
更加富于色彩，让孩子更能
发现生活中美的东西，并使
孩子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
度。”该校美术老师陈媛媛
说。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收
获了满满的自信，体验了绘
画的乐趣，多了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丰富的想象力也得
到了表达和升华。

本报讯 “同学们，暑期
快要到了。你知道‘一盔一
带’对于我们出行有多重要
吗，怎样佩戴头盔才正确？”7
月 8 日上午，杜集区袁庄实
验学校七年级教室里，来自
市交警三大队的交警们正在
指导同学们掌握佩戴头盔的
正确方法，开展交通安全知
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结合学生
身心特点，通过课件和视频，
用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语
言，从“识别交通信号灯、交
通标志、标线等出行常识，如
何安全乘车、文明走路、正确

佩戴‘一盔一带’、出现交通
事故怎么办”等方面，耐心讲
解了同学们应知应会的交通
安全常识，温馨提示同学们
要从小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
良好习惯，争做文明交通小
使者。

交警在宣讲的同时，还
安排了现场示范和交通安全
知识有奖竞答环节，同学们
积极参加、学得仔细、做得认
真。通过本次活动，让学生
们懂得更多的交通安全知
识，加深对交通法律法规的
了解，增强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的意识，提高自我防范的
能力，为即将开始的暑期生
活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市教育
局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淮
北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的通
知》。市直机关单位、学校、
家庭、社会多方联动全民参
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学习型社会。

淮北市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广泛组织开展各类社区教
育、老年教育、技能培训，分
为开展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成技校创建活动，推动社区
广泛开展全民学习活动，推
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淮北，
推动教育资源向社区开放，
开展“百姓学习之星”“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遴选，开展淮
北市首批全民终身学习体验
基地和体验点创建等六大
类，包括打造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申报长三角市民终身
学习体验基地、开放数字化
资源及服务等 30 余项专题
活动。市教育局着重加强党
员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实施《新任教
师三年培训培养规划》，做好
教师学历提升培训，拓展现
代化网络培训空间，引导教
师德能双修、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为人师表，激励全体教
师争做新时代“四有好教
师”，向全社会传递终身学习
正能量。

推进“党建+示范”，不断增
强战斗堡垒引领力

对照党组织工作规范要求，
以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目
标，充分发挥学校党总支示范带
头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

注重政治引领。旗帜鲜明
讲政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团结
带领全体教职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切实履行党总支把方
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
落实的职能职责，学校全体人员
步调一致、团结奋进，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效
率得到显著提高。

夯实组织根基。学校党总支
下设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84名。
建立学校党总支领导班子联系党
支部工作制度，定期督查和不定
期深入支部指导工作，大力推进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坚持“六
有”标准建设支部活动场所，各支
部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完成换届
工作，学校党组织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规范党内生活。严格遵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
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双重
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
心谈话等制度；深入开展共产党
员示范岗、党员志愿者行动、跟
着劳模去扶贫、社区慰问等“主
题党日”“双报到”活动；主动参
与“大工委”建设，推动构建共驻
共建共享党建大格局，党内生活
更加严肃规范、生动活泼。

推进“党建+文化”，不断增强
特色办学向心力

以创建“儒润校园、子心向
党”党建品牌为抓手，扎实开展
校园儒学文化建设，使经典儒学
道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有力提升学校凝聚力和影响力。

打造儒雅校园环境。学校
党总支在教学区最显眼的地方
竖起“儒润校园·子心向党”党建
品牌标志，彰显特色办学理念。
文化墙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儒家“忠孝廉
耻勇”思想诠释相互映衬；党员
活动室“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与侧壁上党员
的权利与义务一脉相承；班级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板报专
区与升旗台前“今日为校争荣
誉·明天为国添光彩”铭刻于心；
每棵树的树牌“长征精神”“唐诗
宋词”交相呼应……师生时时处
处浸润新思想与儒学文化融合
发展的精髓和魅力。

完善儒雅教学体系。学校
开发了《平语近人——习近平总
书记用典解说词》《经典导读》

《党章字帖》《廉洁信》等校本课
程，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儒学教育
品位。在校本教材的使用中，把
吟、听、诵、绘有机结合，多角度
对儒家思想进行传播教育，让学
生在聆听、思考、辩论中不断加
深对儒学文化的理解，在循循善
诱中领会做人、修身、行事的道
理，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稳步
提高学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
质。2019年学校语文学科、道德
与法制两个学科课程获得“安徽
省优质课大赛”一等奖。

锻造儒雅教师队伍。组织
教师深研细读《论语》《老子》《道
德经》等经典书籍，要求在自主
设计的充满儒学文化特色的《记
实手册》上，撰写学习儒家名言
名句心得体会，不断增厚教师文
化底蕴、提高道德修养。坚持把
实践锻炼作为“厉兵秣马”的“训
练营”，实施“青蓝工程”“家长公
开课”“优质课观摩”等岗位练兵
项目，不断涵养专业精神、专业
能力，一批优秀教师成长为专业
骨干，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培养儒雅学生素养。将儒
雅教育与学校其他各项德育活
动相结合，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制定课堂规范、课间
规范、路队规范、升旗规范、校园
用语规范等，使学生的一言一行
都与儒雅牵手。推行学生自主
管理制度，校内设立了文明礼仪
监督岗、环境卫生监督岗、楼道
值守监督岗等学生自主管理岗
位，由各班学生轮流上岗监督服

务，在培养孩子管理服务能力的
同时，在全校形成文明、守纪、自
律、进取的良好风气。定期开展
孝心教育、环保教育、爱心教育、
礼仪教育等专项教育活动，在潜
移默化中让儒学文化根植于学
生的心灵。2019 年在校学生荣
获淮北市中小学经典诵读、宪法
讲故事、祖国颂演讲比赛三项一
等奖，1 名少先队员被授予安徽
省第一批新时代好队员。

推进“党建+管理”，不断增
强团队整体战斗力

围绕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从
严治校，从严要求，全校全体教
职工心齐气顺、干劲十足，时刻
把责任扛在肩上，把教学抓在手

上，把奉献放在心上。
强化精准管理。实行校务

公开制度，在校园醒目处设置 3
块“校务公开栏”，主动接受教职
工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监督，精准
规范开展校务管理。依托党员
管理信息系统，坚持线上线下相
结合，精准规范开展党员信息、
发展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党费
收缴使用等管理。牢固树立安
全意识，通过雏鹰志愿者护学
岗、走进消防支队、应急演练、用
火用电大讲堂等活动，精准规范
开展校园安全管理。

强化廉洁从教。深入开展
反腐倡廉教育，组织全体教职工
深入学习《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新时
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党
风廉政责任书》，认真对照师德
负面清单，全面查找廉洁风险
点，制定防范措施，时刻保持高
度警醒警觉警戒。

强化考核激励。制定教师
绩效工资、职称聘用和评优晋级
实行量化考核方案，进一步明确
考评尺度、评定标准和结果运
用，辅以暑期大家访、家长满意
度调查、师德评议等结果印证，
有力推进“软指标”向“硬约束”
转变，有效传递“精严细实”从教
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教师责任
担当。

本报讯 近日，烈山区
蔡里小学召开全体教师会
议，就暑假期间如何帮扶留
守儿童做了全面细致的讨论
和部署。

受疫情影响，农村学校
大量留守儿童滞留家中，解
决这些家长的后顾之忧，保
障留守儿童能安全愉快地度
过一个特殊的假期就成了学
校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次活动，经蔡里小学
教研部门调研，收集了蔡里
小学家长委员会的意见，最

终由蔡里小学少先队负责组
织和计划。届时，蔡里小学
将利用学校的少年宫，全面
开放图书馆、阅览室、乒乓球
室等功能教室，由值班老师
管理、负责学生的在校安全，
并对同学们在疫情期间导致
的不良学习习惯和心理健康
问题进行适时的疏导。

经过该校全体教师讨
论，该校教师自愿牺牲假期
时间，义务为同学们尤其是
留守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
教育服务，帮助同学们度过
一个充实的、丰富多彩的暑
假，还孩子们一片蓝天。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于金龙 摄影报道
7月8日下午，我市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平稳顺利落幕，全市1700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考试。

浸润校园 融合共进
——市第三实验小学以“党建+”引领儒雅学校高质量发展

淮北市第三实
验 小 学 党 总 支 自
2017 年以来，紧紧
围绕“儒润校园·子
心向党”党建品牌，
将儒家的“仁义礼智
信”“忠孝廉耻勇”等
经典文化精髓赋予
新时代的意义，全方
位打造党的建设与
儒家文化浸润校园、
融合共进新模式。

市教育局
积极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相山区翠峰小学进行主题绘画比赛

彩笔描家乡 彩色绘童真

烈山区蔡里小学部署暑期工作

帮扶留守儿童
平安快乐过暑假

杜集区袁庄实验学校
“一盔一带”安全知识进校园

我市2020年高考圆满结束

考生亲友手捧鲜花等待考生。 考生徐浩宇一家在淮北市西园中学考点拍照留念。

考生面带笑容走出考场。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党团队活动进社区。

参观红色基地，继承烈士遗志。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于金龙

■通讯员 陈静

■通讯员 杨智勇

■通讯员 刘相明

■ 通讯员 钱伟 桂大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