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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天地

▲ 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活跃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文学艺术修养,12月 9日，随州市外国语学校高新校区举行“随州市第二届中小学诗词大会”。

（随州日报通讯员 储韵文摄）

▲ 近日，曾都区府河镇高级小学组织四百余名师生赴盛世唐城研学
旅行，让师生亲近自然，在游中学，学中研，研学并举，知行合一。

（随州日报通讯员 姚世雄摄）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顾巍)近日，随州
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曾都区教
育局签订协议，将碧桂园南山叠翠小区
配套幼儿园无偿移交给曾都区教育局举
办成公办幼儿园。目前，幼儿园主体工
程已完工，计划 2021 年 6 月底前办理竣
工验收，秋季投入使用，办园规模为 9 个
班、学位 270 个。这是我市抢抓机遇、高
位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房产
开发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缩
影。

根据国家、省、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工作精神，今年我市加大城镇小
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力度。

压实治理责任。市政府召开常务会
议专题研究，各县（市、区）制定了 2020年
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强化
责任落实。

强化督办指导。采取现场督办。先
后到广水市、随州高新区、曾都区现场督
办，查看未完成项目，分析存在问题，压
实属地责任。电话督办。从 12月 1日起

由周报制改为日报制，每天电话督办各
地治理进展，上报未完成的项目“一园一
案”清单。公函督办。对治理进度较低
的地方以市治理工作联合办公室名义下
达《关于加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的提示函》。挂牌督办。对各地实
行“倒排工期”“挂牌督战”“销号管理”，
以未完成项目为重点，明确责任到部门、
到个人、到时限，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治
理工作任务。

建立长效机制。市政府办出台《关

于贯彻落实湖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配建
标准、部门职责，提出工作要求，规范小
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管理。

健全保障措施。聚焦小区配套园规
划、土地出让及园舍设计等环节，重点解
决好改建、补建、新建慢，无偿移交难，支
持保障弱等关键问题，确保配套园尽快
投入使用并持续提供普惠性服务。截至
目前，已完成配套幼儿园治理 20 所，新
增普惠性学位 5800个。

近日，用于家校沟通的微信群成了
教育圈的热议话题。因微信群引发家校
矛盾、家长与教师间矛盾的事件时有发
生。这方面的新闻也时常引发社会普遍
关注。微信群作为一个家校沟通的平
台、桥梁，是信息时代家校沟通的一个便
捷工具。好端端的东西，怎么变成了“压
力群”“冲突群”，成了许多家校矛盾的导
火索了呢？

微信群是一个工具，是好是坏，关键
在于用的人。微信群不应是教师发号施
令的地方，有些工作是学校、教师分内的

事，不能通过微信群转嫁给家长。厘清
家校之间各自不同的职责，不要逾越、模
糊了家校之间的职责。微信群也不是曝
光台，教师不能随随便便在群里发布隐
含排名、批评的信息。要让微信群成为
纽带、桥梁，而不是家校矛盾的发酵池、
家校冲突的导火索，教师首先要提高信
息素养，明确微信群使用原则，厘清教
师、家长、学生三者的各自职责，不要把
自己的职责转嫁给家长，也不要把本该
是学生的职责转嫁给家长。

让微信群更好发挥作用，家长也要

提高信息素养。一个班级，数十位家长，
有的家长工作忙碌，连看微信群的时间
都没有；有的家长则是全职太太，恨不得
通过微信群了解孩子在校分分秒秒的情
况。因为个别家长希望获取过度信息，
就会让其他家长不胜其烦。另外，家长
不能对微信群中教师的留言、信息过度
解读。许多时候，往往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信息一旦被曲解，马上就变味了，家
长要明白，班级微信群既不是“溜须拍
马”的地方，也不是随意发牢骚、控诉的
平台。要坚持一个原则，但凡反映问题、

表达不满等内容，要单线和教师进行沟
通，不宜直接在群里嚷嚷。

微信群本身是个好东西，关键要看
怎么用，要看用他的人如何把握。要让
微信群成为家校沟通的纽带，要让微信
群把家校拧成一股绳，一定要在建群前
确定使用规则，使用过程中一定要经常
了解使用者的感受。倘若我们能经常提
醒自己微信群不是曝光台，不是牢骚地，
不是吵闹场，相信它的正面作用一定会
得到更好发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成义、陈必武）开展中小学研学旅行是立德树
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县教育局按照国家 11 部委和省 14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的要求，全县各校大力推进研学旅行活动，把开展研学旅
行作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引导学生从学校走
向社会，从课堂走向生活，从书本走向实践。

随县教育局构建县、乡、校三级工作网络，为活动推进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每年由局分管研学旅行工作的同志带领部分中小学校长组队参
加省、市研学旅行工作年会与推进会，为规范操作研学旅行工作提供理论
支撑和组织保障；建立健全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规程，由学校拟定活动计
划，按管理权限报教育局审查备案，委托开展的学校与受委托单位签订委
托合同协议，确保研学旅行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各学校规范了研学
旅行活动的过程管理，做到了工作有计划、行前有方案、应急有预案、结束
有总结的“四有”工作模式；结合随县实际，科学设计路线，从旅行社资质
条件、专业队伍、服务产品等方面选择首批 4 家单位服务随县研学；结合
学生年龄特点，小学阶段以镇情县情研学为主，初高中阶段以省内境内省
情国情研学为主，分段分类开展；将研学旅行基地分为人文类、自然类、红
色教育类、饮食文化类和厂矿企业类，精心设计线路，多方增强中小学学
生参与体验的兴趣。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创建）12 月 9 日，时值“一二·
九运动”85周年。伴随着雄壮的中国共青团团歌，曾都
一中的新老团员激动地步入阶梯教室，参加 2020 年入
团仪式。

经同学个人书面申请、班级考核推荐、学校团委及
各职能处室考查，上报共青团曾都区委审批，决定吸纳
曾都一中 187名同学成为中国共青团团员。

该校领导为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证。佩戴
在每位团员左胸前的团徽,是共青团肩负重任的标志，
共青团给团员颁发团徽是对每位团员的信任，也给团
员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每个团员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充
分发挥团员模范带头作用，每个团员从佩戴上团徽的
这一刻起，就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履行团员的
义务，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无悔于“共青团员”这个
光荣的称号。

郝梦龄同学代表新团员表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是我们青年的先进组织，加入共青团是我们每一个
青年学子的共同愿望，今天，我们光荣地加入了共青
团。加入共青团既是我们走过道路的肯定，同时也向
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决心更加
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以团纲、团章为准则，规范自己
的一言一行，维护团的尊严，保持团的纯洁，树立团的
威信。

在团员同学宏亮的“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的歌声
中，曾都一中 2020 年入团仪式完美落下帷幕。同学们
纷纷表示：入团，只是人生新的起点，当好先进青年，还
要靠我们不断奋斗与实践，大家一定会在先进的群体
环境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江波、苏明）12月 11日上午，随着隆隆的机器声，
曾都区北郊五眼桥小学校园里主干道路面刷黑工程开始动工，这是今年
该校积极改善办学条件的重要举措。

该校教学楼及教师住宅楼前的水泥路面由于车辆行走过多，年久失
修，导致路面损坏严重，晴天尘土飞扬，师生行走较为困难，校园清洁卫生
难度大，给交通安全带来一定隐患。为此，学校积极寻求国家政策支持与
资金投入，专项用于水电改造与道路“刷黑”工程建设。

在施工过程中，工人师傅们连夜奋战，克服气温低、时间紧、任务重等
实际困难，经过两天的紧张施工，校园内近 2000 平方米的道路刷黑工作
全面完工。此项工程的圆满完成，彻底结束了该校过去晴天尘土飞、雨天
积水溅的历史，实现了校园道路黑色化，总体达到“道路平整，通畅整洁”
的目标，改善了校内生活环境，方便了全校师生出行，受到了全校师生及
家长们的高度赞赏。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宫春笋）为了增强学生交通安全观念，提高学生
交通安全意识，近日，曾都区万店镇小学开展了“知危险会避险 安全文明
出行”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该校在升旗仪式上倡议“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能
力，当好小小安全员”，强调步行、乘车、家长骑车等多种情况下，应该如何
规范自己的行为，如何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升旗结束后，各班利用第一
节的班会课，从上学路上、校园内、假期出行三方面入手，对学生进行了一
次深刻的交通安全教育。

通过此次活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同学们心中的交通安全意识，为同
学们积极地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指明了方向，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海娥、林杰）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
设，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近日，随县安居镇中心
小学师德讲堂隆重开讲。

此次师德讲堂由资历深、经验足的高级教师主讲，老师们表示：“当老
师要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然
孩子们喊你一声老师就要切实担负起教书育人的重担，不仅关心孩子的
学习成绩，更要真正走近孩子了解他们关心爱护他们，重视孩子的思想品
德教育，把孩子们培养成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本次的师德专题培训，是对全体教师的一次心灵洗涤，更让全体教师
深刻明确了要践行师德，不忘初心，用爱心、细心、耐心、恒心去关爱和呵
护每一个孩子，力争成为“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优秀教师。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琴）安全保障是一切教育的
基础, 广水市杨寨镇京桥中心小学一手抓教学,一手
托安全,学校教职员工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而且调
动一切力量,为学生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该校高度重视安全教育工作，切实把构建文明和
谐校园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安全目标责任条
例，与教师及学生家长签订了《学生安全责任书》,加强
学生在校离校交通安全教育，进一步增强教师和家长
的安全意识；不定期开展“拉网式”常规安全隐患大排
查，做到责任到人、全面彻底、不留死角，发现隐患立即
整改，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确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到
实处。与此同时，加强师生安全教育，要求各班为学生
上好安全第一课，从学生上学、放学到课间活动，从交
通安全到防火防电等等，多方面提醒学生“生命第一、
牢记安全”，把安全教育全面贯彻到学生的日常生活
中。

通过系列安全教育活动，使学生不仅感悟到安全
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增强了其自我防范能力，为进一步
促进平安校园建设夯实了基础。

我喜欢读书，每个周末放假，
总会坐在阳台上读一读《朝读经
典》，整个房间充满书香，让时光在
读书中慢慢沉淀、发酵。

当被人问起：“你爱国吗？”你
一定会脱口而出：“我爱国呀！”但
爱国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付诸行
动的。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学
生，没有办法为国家作贡献。但我
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永怀一颗爱国
的心。学生要怎样做才能为国家

作贡献呢？我认为，认真读书亦是
一种爱国方式。

读书可以让我们增长知识和
才干，与书本作伴，在与书的交流
中寻找快乐，感受它的空灵与沉
静，让自己的灵魂在书香中绽放。
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我虽然不能像
医护人员一样，奋战在一线上，但
我可以保护好自己，不被传染，为
祖国减轻负担。我虽然现在不能
像钟南山院士一样，用自己的知识

去为祖国作贡献，但我可以认真学
习，争取早日学有所成，成为国家
的栋梁，这就是爱国！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从小
立志高远，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誓言。我们生长在国富民
强的时代，也要有为了祖国更强盛
而认真读书，为了实现中国梦而读
书的决心。

（作者学校：随州曾都区东关
学校五（2）班 指导老师：魏克容）

我的爸爸是一个不高不矮，胖
胖的人，他的脸圆圆的，大大的眼
睛，笑起来有个小酒窝。可爱极
了!

我的爸爸喜欢睡觉，有一天的
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写作业的时
候，爸爸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

打的鼾像老虎的声音一样大，晚上
妈妈饭做好了，妈妈喊：“吃饭了。”
可是爸爸纹丝不动，仿佛在说，让
我再睡一会儿。

第二天早晨，爸爸还想再睡一
会儿，爸爸可真会睡呀!

我的爸爸还是一个很守时的

人，每次放学都是他来接我的，不
管他睡得多香，他都会按时来接
我。

我的爸爸有优点，也有缺点，
听了我的介绍，你们觉得有趣吗？

（随州市外国语学校南关口校
区小学三（三）班）

城南新区新添一所公办幼儿园

我市加大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力度

随县教育局
多举措助推研学旅行工作

曾都一中
举行2020年入团仪式 五眼桥小学

改善办学条件促发展

万店镇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安居镇中心小学师德讲堂表初心

微信群使用要安好节制“阀门”

广水京桥中心小学
夯实安全教育构建和谐校园

我的爸爸
姚欣妍

肖双宇

认真读书亦是爱国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红霞）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学
生的阅读水平，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建设书香校园，近日，曾都区洛阳镇中
心学校举办全校性的读书报告会。

报告会上，各班选手声情并茂，用真情实感诠释着对书的理解和感
悟。此次活动的开展，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读书热情。该校将进一步深入
开展读书学习活动，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倡导师生多读书、读好书，引导
学生不忘学习初心，时刻保持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让身心在
读书学习中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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