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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顾巍、余正武）为维
护广大师生利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活动，近日，全市教育系统广泛开展了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宣教工作。电信网
络诈骗严重侵害师生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性
大，容易引发次生危害，严重威胁校园师生
安全和财产安全。我市教育系统高度重视，
深刻认识当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形势
的严峻性、复杂性，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教育活动作为“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内

容。
广泛宣传，全面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发

挥校园宣传主阵地作用，各地各校利用工作
群、家校通讯群（家长群）、校园广播、宣传
栏、LED 屏幕、黑板报等载体，以国旗下讲
话、课堂教育、播放专题短片、公益广告和张
贴宣传海报、悬挂条幅、发放一封信等形式，
广泛宣传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揭露违
法犯罪手法、伎俩和危害，切实提升广大师
生的识骗、防骗能力。同时，结合不同年龄
段学生的认知特点，部分学校邀请了法治副

校长、政法干警到学校开展专题讲座，让学
生掌握防骗知识和辨识诈骗技能，远离电信
网络诈骗，力争校园内部零发案。

强化措施，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各学
校、局直属各单位主动加强与属地公安机关
的配合衔接，深入分析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
案例，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工
作措施，确保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
效。切实加强如钉钉管理平台、学籍管理系
统、校园各种 QQ 群、微信群等涉及师生和
家长信息的平台和群组的安全保密和涉密

管理，加强师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保
护，严禁向教育部门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
师生及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禁止第三方机
构进行师生及学生家长个人信息采集。各
学校对建立的教师工作群组、班级群组（钉
钉群、微信群、QQ 群）等信息平台涉及人员
进行了全面检查，严把入群人员关，谨防不
法分子入群，进而对师生和家长实施电信诈
骗。要求学校老师及学生家长在遇到陌生
号码以领导身份或工作需要为由要求加好
友时提高警惕，认真核实不轻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通讯员李莉）11 月 2 日至
5 日，2020 年湖北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在荆门
市举行，我市 4名少先队辅导员进入决赛且全部获奖。

经县级初赛、市级复赛层层角逐，我市 4名选手晋级全省
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决赛。经过多个环节的角
逐，曾都区文峰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孙攀荣获全省一等
奖，曾都区白云湖学校少先队中队辅导员胡晶晶、广水市第
二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秦晓晖荣获全省二等奖，随县
万和镇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陈智慧荣获全省三等奖。随州市
少工委荣获湖北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优秀组
织奖，仅武汉等 5个市州获此殊荣。

湖北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是检验各市州
少先队辅导员职业素养水平的终极赛事，也是反映市州少先
队工作水平的重要平台，更是反映市州少工委落实少先队改
革成效的一个缩影。随州市已连续 7年举办全市少先队辅导
员职业素养展示活动和少先队辅导员培训，先后有 1 名少先
队辅导员荣获全国一等奖，12名少先队辅导员荣获全省一等
奖。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亦飞）为提高全体师生消防安全
意识，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近日，随州职院在编钟广
场举行 2020年度冬季消防疏散及灭火演练活动。

活动现场，数十名师生逐一实践操作演练，提着灭火器
对演习火场进行扑救，准确掌握了“提、拉、握、压”的标准操
作，达到了良好的培训演练目的。

在学院保卫处和近百名师生协同配合和共同努力下，本
次消防演练任务圆满完成。通过此次演练活动，强化了师生
的安全意识，同学们学会了应急避险的常识和技巧，进一步
增强同学们自救的本领，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夯实基础。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立波、杨成军）11月 14日至 16日，
随州市中小学生足球运动会圆满落下帷幕。曾都区洛阳高
小男、女子足球队代表曾都区参加了此次比赛，男队、女队分
别获得第二、三名。

近年来，该校足球在全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从前年的
男子亚军到去年的男、女子双冠军，这一路走来，凝聚了学校
领导和体育老师们太多的心血，此次比赛将进一步磨砺队
伍，促使学校更扎实的开展好足球工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军、陈首

龙）为落实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学生
资助工作”要求，大力宣传国家资助
政策及成效，激励广大受助学生奋
发自强、立志成才、感恩奉献，11 月
17 日，随县第三届“助学·筑梦·铸
人”主题教育（演讲比赛）活动在厉
山镇中心学校成功举行。

来自各镇场及县直学校的资助
干事、带队教师、参赛学生共计 200
余人参加活动。各学校在宣传学生
资助政策、对受助学生进行感恩教

育的基础上，开展“懂感恩 会感恩”
演讲比赛。参赛的 43 名学生均为随
县受过国家或社会资助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他们或慷慨激昂、或从容
不迫，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沐浴在国
家资助政策下茁壮成长的小故事，
表达了勤奋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有
用人才回报社会的决心。

据悉，本次活动共设组织奖 3
名，小学组、初中组各设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高
中、中职组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

名。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高中组的王
心语，初中组的彭卿伊，小学组的
吴炫蓉荣获一等奖。组委会分别对
获奖的同学们进行颁奖，发放了奖
品及证书，鼓励同学们要好好学
习，在将来成长为具有高尚美德、
勇担国家民族重任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下一步，县教育局将从中选送
优秀小选手参加随州市首届新华杯

“助学·筑梦·铸人”演讲比赛活
动。

食物是人们的必需品，随着
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吃不
完的食物被丢弃被浪费现象普遍
存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能做到
的又有几人呢？

在很多人眼里，浪费一粒米
可能觉得是小事，通过读《朝读经
典》，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珍惜
粮食，让我明白一粒米是很珍贵
的，勤俭节约要从珍惜一粒米做
起。

常听奶奶说起，她小的时候
经常吃不饱，有的人一天的食物
只能喝一点面糊糊，还有人实在

饿得受不了，就会吃树皮、草根，
那个时候的孩子大多都营养不
良。我们现在营养充足，和过去
比起来，我们的生活多幸福呀！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当我
们吃着香喷喷热乎乎的米饭时，
是否想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我们
要做节约粮食的好孩子！在学校
食堂吃饭时，做到吃多少盛多少，
不剩饭不剩菜，争当光盘侠；在家
里，我们实行“谁留饭底，谁洗
碗”，原本总是留半碗饭的我，现
在米饭每次都吃光光；餐馆用餐
要按量点，吃不完打包带回家。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要珍惜现在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更应该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不浪费一粒
米，一口菜。做“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宣传者和实践者，时时刻
刻把节俭意识记在心，如果身边
亲人同学浪费粮食，需要去提醒
他们节约粮食。节俭行为立于
身，争做新时代勤俭节约的好少
年。

作者学校：随州市曾都区白

云双语学校五（2）班

指导老师：魏克容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晏坤山）近日，在刚刚闭幕的 2020年
随州市中学生篮球联赛中，随州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女子篮球
队荣获初中组女子篮球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此次比赛，随外领导和老师们高度重视，经过近一个月
的持续训练备战，随外女子篮球队在赛场上奋勇争先，个个
状态昂扬，表现突出，团结协作，一招一式显实力，每球每分
展风采，用精彩的表现超越了自己，征服了观众，赢得了所有
人的尊重与喝彩，充分体现了随外学生顽强拼搏的勇气和团
队协作的凝聚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雷冬玲、李思思）近日，东关学校附属
幼儿园圆满举行了以“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题的幼儿
广播体操比赛。

赛场上各班小选手们神气十足、口号响亮、队伍整齐、动
作规范、充满活力、让人耳目一新。这次比赛不仅激发了幼儿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发展了幼儿的动作协调能力，提高
了幼儿做操的质量，也培养了幼儿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
神，促进了幼儿健康和谐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江波、苏明）为让学生重视眼睛健康，
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日前，曾都区北郊五眼桥小学开展了爱
眼护眼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各中队辅导员引导队员从身边的事例说起，分析
产生近视的原因、近视的危害、近视的预防方法等知识，告知
队员们预防近视要注意用眼卫生，坚持做眼保健操，劳逸结
合，睡眠充足；要求孩子们在生活中做到“三要”“四不要”，即
读书姿势要正确，看书、看电视或使用电脑过久后要远眺几分
钟，要定期检查视力，认真做好眼保健操；不在直射的强光下
看书，不在光线暗的地方看书，不躺卧看书，不在车上看书。

同时，学校组织开展眼保健操比赛。各班利用晨会、班会
等时间，在班内组织学生进行眼保健操培训和练习，使每一位
学生都能掌握正确做眼保健操的方法。学校政教处、体艺卫
处组织老师深入到各个班级，对学生的“预备姿势”、“做操动
作”、“个人卫生”、“精神面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评选出眼
保健操示范班，对学校预防学生眼睛近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通过系列教育活动，学生爱眼、护眼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卫生用眼、科学用眼习惯。该校负责人表
示，要让孩子们近视率降低，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学校
要将本次比赛的成果保持下去，加大管理力度，同时进一步加
大宣传力度，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健康，让他们有一个光明的
未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宫春笋）为了拓展了学生视野，加深
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强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
的体验。近日，曾都区万店镇小学组织四、五年级师生走出
校门，来到了襄阳唐城，开展了“师生研学游唐城 学乐相行
铸未来”主题研学活动。

据悉，此次研学活动，进一步拓展了学生视野，增加对唐
朝文化的了解，还培养了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同时增强了爱家乡、爱祖国的自豪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冯波）近日，曾都区府河镇中心幼儿
园以“我有一双亮眼睛”活动为载体，多措并举开展近视防控
工作。

亮眼知识进课堂。每学期为孩子们上好护眼知识保健
课，让幼儿认识到爱眼护眼的重要性，教给他们科学的护眼方
法，利用宣传栏、班级群科普护眼知识，引导护眼、爱眼。亮眼
行动抓日常。坚持幼儿在园每天两次眼保健操，根据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每天组织开展户外活动。亮眼成果齐共享。幼
儿园每学期联合医疗部门对全体幼儿进行一次健康视力检
查，做到早发现，早通知，早治疗。对那些视力正常或由差转
好的典型，邀请其家长到园“传经送宝”。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韵同）中华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积淀着深邃的民族文化思想。为了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曾都区鹿鹤小学在抓好教育
质量的同时，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积极推进阳光体育运动，通
过校园武术教育，来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培养学生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生活习惯。

各个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利用大课间和课外活动时间组织
学生反复练习巩固训练，从完整动作到分解动作，大到班级整
体动作的准确性，每一个节拍的统一性，小到每一位同学、每
一个节拍动作都做了详细纠正。

同学们每天踏着欢快的节奏来到操场，在迅速散开之后，
犹如一个整体，随着武术操的乐曲，出拳、击掌、下蹲、弓步、跳
跃……动作标准规范，目光如炬，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
威。

此次活动的开展，使全体学生尽情体验了集体活动的快
乐，感受了阳光体育的魅力，促进了良好班风和校风的形成，
充分展示全校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桂芹、加珍）为了加强特教学校学生
爱惜粮食，文明进餐的观念，进一步提高他们节约粮食，拒绝
浪费的意识，随县安居镇中心小学近期开展了“爱惜粮食，文
明进餐”专题手抄报活动。

此次活动在班主任的精心指导下，结合学生心理、生理
特点和接受能力，各班级的手抄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各个
方面、各个角度介绍了粮食来之不易及光盘行动的知识，内
容包括《珍惜粮食，从我做起》、《节约粮食，光盘行动》、《一滴
汗，一粒粮》、《珍惜粮食，拒绝剩饭》等，一张张手抄报犹如一
套生动的教材，既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又培养学生养成爱
惜粮食，节约粮食、文明用餐、安全用餐、健康用餐、节约用餐
的好习惯。

▲ 11 月 19 日，随县尚市镇中心小学“尚艺杯”师生现场书法比赛如期举行。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全
校师生浸润在书法的海洋里，享受着心灵的宁静。

（随州日报通讯员 孙小红摄）

敲响警钟 筑牢防线

市教育系统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 我市4名少先队辅导员
参加省职业素养赛获奖

随州职院
举行冬季消防疏散及灭火演练

随外女子篮球队荣获市中学生
篮球联赛初中女子组冠军

洛阳高小足球队
代表曾都区出征市足球比赛

万店镇小学
研学实践拓展学生视野

府河镇中心幼儿园
多措并举防控近视

随县举行第三届
“助学·筑梦·铸人”主题教育活动

北郊五眼桥小学
组织开展爱眼护眼活动

东关学校附属幼儿园
举行幼儿广播体操比赛

鹿鹤小学
积极开展“武术进校园”活动

安居镇中心小学
培养“爱惜粮食 文明用餐”好习惯

勤俭节约从珍惜一粒米做起

起点阅读·朝读经典

陈新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