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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淮北教育行稳
致远高质量发展，取得了

“十四五”规划实施的良好
开局。2022 年，开门办教
育，让群众更满意，淮北教
育事业约您携手向未来！

淮北教育如何守正创
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扎实推进“双减”，转变教
育观念，做好家庭教育，落实
素质教育，促进优质均衡，保
障教育公平，加快教育现代
化进程，促进各级各类教育
协调发展……离不开全市人

民的理解支持。淮北市教育
局联合淮北市传媒中心组织
开展“淮北教育大家谈”活
动，面向全市教育系统广大
职工以及关心、关注淮北教
育发展的全市各界人士征集
稿件，欢迎您就关心的教育
工作畅谈思考感悟，踊跃建
言献策，抒发教育情怀，讲好
教育故事。其中的优秀作品
将陆续在《淮北日报》、淮北
市教育局微信等媒体刊发。

投稿邮箱：hbjyxck@126.
com。

本报讯 寒冬送暖，腊月传
情。连日来，市教育局领导刘
辉、马良、徐梅、王月辉、王影
分别登门看望慰问全市教育系
统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和困难
教职工，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
暖。

“ 淮 北 教 育 事 业 硕 果 累
累 ，离 不 开 老 同 志 的 关 心 支
持 ，祝 您 身 体 健 康 ，万 事 如
意。”一句句暖心的话语犹如
冬日里的暖阳照进老干部、老
党员的心坎里。每到一处，局
领导都与老干部、老党员促膝
长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健康状
况和生活情况，拉家常、问冷

暖，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同时向他们
介绍了淮北教育事业发展情
况，虚心听取老干部、老党员
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欢
迎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淮
北教育工作，并祝福他们健康
长寿、幸福美满。老干部、老
党员衷心感谢局领导对他们

的惦念与关怀，并表示离岗不
离心，将会积极建言献策、发
挥余热，助力淮北教育事业再
上新台阶。

在困难教职工家中，局领
导详细询问了患病教师目前的
身体状况，对他们坚持工作、保
持积极乐观精神给予充分肯
定，鼓励他们要同病痛做顽强

斗争。局领导还嘱咐困难教职
工：大家关心着你和你家庭的
困难，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组织
的关怀，有学校领导的帮助，一
定会渡过难关。困难教职工对
局领导的关怀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表示一定会坚定信心、战
胜困难，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
组织的关心关爱。

寒冬送暖 腊月传情

市教育局领导慰问老干部和困难教职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
说服力的教科书，市实验高级
中学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精
心组织实施、有力有序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求实、务实、扎实，
党员、教职工、学生受到全面深
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
洗礼，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增强了
党员、教职工的历史自觉、历史
自信，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坚定
崇高信念、树立远大理想，达到
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目的。

扎实推进 创新形式 传承红
色基因

学校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统筹谋划、协调、督查、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2021 年 3
月份召开学生、教师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会，全面部署党史学习教
育，8月份党委召开党史学习教
育阶段性交流、推进会，将党史
学习教育向纵深推进。党委书
记示范带动基层支部书记、党小
组长及政治、历史等学科老师踊
跃参与党史宣讲。

坚定信念跟党走。不同形
式的党课、讲座、报告会，成为党
史学习教育主阵地。政治、历
史、语文等学科老师利用课堂主
渠道，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课堂
教学，班主任将党史学习教育纳
入班会，中学生党校团校成为党
史宣讲的“课堂”。国旗下讲话
学党史，主题演讲学党史，邀请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上思政课、市
委讲师团成员上党课、老战士作

“崇尚英雄，报效祖国”主题报
告、退休教师宣讲党史，邀请团
省委党史宣讲团成员举办“举旗
帜、送理论”基层党史专题报告
会……一年中，不同层面、不同
类型的党史宣讲100多场次，参

与师生20000多人次。
传扬红色经典。国旗下师

生齐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早读课朗诵一篇先烈的故事，课
间朗读一段“红色家书”，主题班
会饰演一场烈士临行前的壮举，
赵一曼、夏明翰、方志敏……一
个个感人画面，一段段难忘的历
史，铭刻于心，践之于行，“听党
话、跟党走”成为一种信念。

传唱红色歌曲。班级、年级
组、学校红歌合唱比赛，人人参
与学党史，在歌唱中感党恩。5
月份，学校举行“唱支山歌给党
听”主题合唱比赛，将党史学习
教育推向高潮，60 多个班级、
3000多师生参与其中。

传承红色基因。学校组织
师生观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视频、《同上一堂

“党史”大课》，组织师生观看《建
党伟业》《红船》《1921》《长津湖》
等影片。组织师生走进爱国主

义教育红色基地，聆听先烈事
迹，寻找先烈足迹，心灵上得到
洗礼，精神上得到升华。一年
中，参观红色基地，在红色基地
接受教育的师生达 3000 多人
次。

培育时代新人。政教处、团
委、语文教研组、艺术教研组不
断创新载体，开展党史知识竞
赛、“青年大学习”“红色主题读
书征文”“学党史百人百作美术
作品征集及展示”、红色主题板
报及手抄报评比等活动，学校开
辟系列专栏和橱窗，展示党史知
识和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李大
钊、蔡和森、邓中夏、赵世炎、赵
尚志、杨靖宇、黄继光、邱少云
……学习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树
立远大志向，汲取奋斗力量，弘
扬优良传统。

深化教育 立德树人 践行初
心使命

争当“四有教师”。学校开
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师德师

风专题教育及师德师风专项治
理活动。先后开展不同形式的
师德师风专题教育、举办优秀教
师先进事迹报告会、参观爱国主
义红色教育基地和警示教育基
地，通报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的反面案例。党员教师冲锋在
前，全体教职工团结奋进，教师
专业成长加快，一批优秀教师在
全国、省市教学大赛中屡获优异
成绩。2名教师代表安徽省参加
全国教学基本功比赛，19名教师
在淮北市优质课竞赛中获一等
奖，其中7名教师获一等奖第一
名；3名教师被评为市学科带头
人、17 名教师被评为市骨干教
师。

落实“五育并举”。党史学
习教育与教育教学改革有机结
合，新高考改革稳步推进，“德
智体美劳”全面育人机制不断
健全与完善。党史学习教育成
为各科课堂教学中关注的重点
内容。语文、政治、历史课堂

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放一段
党史知识专题片，让学生在学
党史中增强学科素养。党史学
习教育纳入校本课程，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德育与智
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融合
发展，推动教育教学质量大幅
度提升。

“我为群众办实事”。学校
党委、支部成功换届，基层党支
部“三会一课”制度更加规范。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十四
五”发展规划》经教代会通过实
施，初见成效。改善办学条件，
为70多口教室安装多媒体教学
设施，促进课堂教学改革。关
心职工生活，为职工体检，给家
庭困难职工送温暖，职工文体
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等。党组
织带领党员深入街道、社区参
与党史学习教育、疫情防控、文
明创建等志愿服务，学校荣获
淮北市文明校园称号。

本报讯 近日，市开渠中
学举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师生
写春联、送祝福、迎新春为民服
务活动，传递喜庆和文明。

虽然天气不甚如意，但活
动现场暖意融融、翰墨飘香。
师生们恣情挥洒，书写着春联，
一行行俊逸的书法，一句句真
诚的祝福，寄托了辞旧迎新、接
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学校附近的社区群众、接
送学生的家长等络绎不绝，前

来领取春联，大家手捧吉祥喜
庆的春联，笑意盈盈、喜爱之情
溢于言表。送出的春联一再加
写，也没能满足每一位群众的
要求。

此次写春联献爱心活动，不
仅丰富了校园书法文化，更是学
校书法艺术特色教育成果的一
次展示，营造了墨香浓厚的教育
氛围，发挥了学校作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作
用。师生们美好的祝福给寒
冷的天气带来无限的春意和
暖意。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部
门联动集中开展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常态化督查和寒假期
间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
动，保障师生安康，巩固“双
减”成果。

淮北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教育督
导、纪检监察等部门，制定校园
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师生健康
状况、校园清洁、疫苗接种、常
态化核酸检测等 20 项督查清
单，在学校开展周周自查、县区
教育局月月督查全覆盖基础之
上，“四不两直”重点督查现场
反馈。淮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公告，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
停止线下教学培训活动。大力
宣传“双减”政策、未成年人保
护法，“管好师生”全体中小学
教师签订不参加不组织有偿补
课责任书，学生签订不参加违
规校外培训承诺书。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

“清零”，全部注销办学许可证，
对辖区内的培训机构进行明察
暗访，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
作纳入社区“网格化”治理体
系，纳入社区治理考核范围，从
严查处居民楼内的“黑机构”；
各学校组织校领导、党员教师
对辖区内学生参加情况定期巡
查，对有学生集中进出的居民
楼进行重点排查，坚决打击无
证办学“黑窝点”。

本报讯 日前，市梅苑学校
在校体育馆组织开展虎年新春
教职工趣味联欢活动。

此次活动设有知识大比拼、
套环游戏、趣味抖球游戏、飞镖
游戏、猜灯谜等比赛项目，活动
集趣味性、知识性、竞技性、娱乐
性于一体。尤其是知识大比拼
项目，巧妙融合了党史知识、学
习强国平台的相关知识、百科知
识以及教师师德师风知识等。
选手们本着“友谊第一、快乐为
主”的原则，积极投入到趣味比
赛中。整场比赛现场既紧张激
烈,又妙趣横生, 参赛者兴致勃
勃、踊跃参加，相互加油、彼此鼓
劲，每个参与者都在活动中体验
到了运动的快乐和参与的喜悦。
本次迎新年趣味运动会让教职
工们在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余，能
够放松心情、纾解压力，以更好
的精神状态工作和生活，同时搭
建了教职工之间增进了解、深化
友谊、加强协作的平台，营造了
健康和谐的校园氛围。

本报讯 “假期要注意安
全，不要燃放烟花鞭炮，也不要
过度使用手机啊！”“个子这么
高，喜欢打篮球，但也不要荒废
学业”“尽量不要外出，如若出
去要有家人陪同，要注意安全，
做好个人防护”……1月25日，
濉溪县韩村中心学校全体教师
家访进行中。一声声问候、一
句句嘱托，道出了老师们关爱
学生的初心，也拉开了学校全
员家访的序幕。

听说老师来家访，孩子和
家长们感受到温暖、兴奋和欣
慰，有的孩子特意跑到家门口
来迎接。家访过程中，老师与

家长之间总有共同的话题和近
似的感悟，让老师了解在家的
孩子，让家长了解在校的学生，
共同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同
时还听取了家长对学校发展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老师们还
对家长关注的“双减”等教育热
点问题进行了解答，引导家长
在寒假期间让孩子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
面发展，要多读书，多运动，过
一个快乐充实的寒假。

通过此次活动，学校准确掌
握了家长对学校的关心、对老师
的热情、对孩子的期望。学校必
将竭尽所能为孩子们创造更好
的条件，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以
回报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实验高中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

市梅苑学校教职工趣味联欢喜迎新春

我市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保安康推“双减”

韩村中心学校
寒假家访护航成长

淮北教育“有约”
请您共襄“大计”

市开渠中学师生义务写春联

市第一实验小学“雅正童心福虎送吉迎新春”师生书画作品展在

刘开渠纪念馆开展。

教师团队。

■ 通讯员 于金龙

■ 通讯员 杨爱美

■ 通讯员 戴云芳

■ 通讯员 万智群

■ 通讯员 汤道凤

■ 通讯员 蔡晓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