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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陶婷、周菲）近
日，随州高新区淅河镇小学校园内花团
锦簇、墨香四溢，“迎百年华诞，展艺术
风采”中小学师生（幼儿园）书画大赛在
此隆重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约
500 余名中小学师生、幼儿书画爱好者
现场挥毫泼墨，参加不同组别不同项目
的竞赛。

此次书画大赛由中共随州市委宣
传部、随州市教育局主办，活动旨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书画艺

术为载体展现我市近年来文化事业的
繁荣发展，促进学校书画特色可持续发
展，全面提升师生的文化修养、审美情
趣。

大赛现场展出了来自高新区中小
学师生共计 200 余幅书画作品，吸引了
参赛的师生、学生家长前来观赏。现场
书写比赛分为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绘
画、剪纸四种形式，参赛主题以爱党、爱
国、爱家乡为主题，为建党 100 周年献
礼。

走进学生专场，只见小选手们个个
满怀激情，用心书写每一个笔画、每一
个汉字。孩子们用天真之眼感悟党的
历史，用画笔涂鸦描绘出他们心中的党
的模样，表达出对党的美好祝愿。一幅
幅看似简单、还略显稚嫩的书画作品，
都摇曳着孩子们如阳光般绚丽、月光般
洁静的童心，每一幅作品都蕴涵着孩子
们热爱生活、憧憬未来、追求美好的花
蕾情怀。

教师专场的比赛现场气氛紧张而

激烈，参赛选手们时而凝神屏气，细描
慢画，时而疾笔如飞，添色加彩，他们扎
实的功底展示得淋漓尽致。线描画、水
粉画、彩铅画、水彩画、丙烯画等等，在
教师们的巧手下展现出了浓厚的文艺
气息；而软硬笔书法作品或刚劲大气，
或飘逸潇洒，或娟秀玲珑，充分展现了
教师教学基本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

这次比赛是“颂歌献给党”系列文
化艺术展演活动的第一场比赛，将推进
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进一步向前迈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生）近日，曾都二中多形式开展“防溺水”“防网
络沉迷”“防电信诈骗”等“三防”安全教育，筑牢学校安全防线。

夏季来临，随着气温的升高，溺水事件又进入高发期，曾都二中先后
在学生中开展了“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规定了“六不”的纪律要求，印发
了教育部《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学家长的信》要求学生家长阅读
并签字。

互联网络既兴，移动终端正盛，然而成瘾游戏、邪恶动漫、低俗小说、
网络赌博等附生蔓延，危害孩子健康。曾都二中印发了教育部《关于预防
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并利用学校广播、黑板报进行
宣传和教育。

针对网络电信诈骗高发的情况，曾都二中联合公安机关举办了“预防
网络诈骗”报告会。学校邀请曾都区北郊派出所的警官对全体师生作报
告，增强了学生的反诈防诈意识。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聂世伟）参赛教师精心准备，课堂精彩纷呈；学生
认真听讲，课堂气氛活跃；听课教师取长补短，评课畅所欲言。进入 4 月
份以来，随县二中举行了以“聚焦课堂教学，落实核心素养”为主题的中年
教师教学比武大赛，极大地调动了中年教师的教学热情，促进了中年教师
的专业发展。

近年来，随县二中狠抓教师队伍建设，每年都要开展新岗教师入门
课、青年教师展示课、中年教师优质课、骨干教师示范课等活动，为广大教
师的专业成长提供平台。学校大力实施“青蓝工程”和“名师工程”，通过

“结对拜师”和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通过学科带
头人、骨干教师、“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和“215 名师培训”等活动，打造
随县二中名师队伍。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余尚军、通讯员付晔、李启胜）为迎接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华诞，近日，广水市实验高中开展党员干部“学党史讲党课”
活动。

此次党课有史实、有洞见，重点突出，语言平实，回顾总结近代史上
志士仁人救亡图存壮举，启发全体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等。

重温历史忆初心，传承精神担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
为契机，在学思践悟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书写对党的忠
诚与承诺，为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任远潮）日前，曾都区洛阳中心学校举行“学党
史、悟思想、树师德、铸师魂”演讲比赛，来自全镇各学校的选手竞相登场，
12 位老师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畅言对教育的赤胆和忠诚，诠释着教师
的平凡和伟大，一篇篇激情洋溢的演讲，一句句饱含深情的话语，使全体
教师受到了一次洗礼。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陈立馗）为了进一步深化学生对国家资助政策
的了解，强化资助工作育人效果，夯实对学生的励志感恩教育。近日，
曾都区聚奎门学校开展了“扶贫先励志，资助重育人”的感恩励志教育
活动。

该校以资助政策宣传为立足点，通过发放资助宣传单页，召开资助
政策宣传主题班会，张贴《湖北省学生资助政策指南》，悬挂资助政策宣
传标语，通过黑板报、电子屏、微信群、QQ 群全方位宣传国家资助政
策，立体覆盖全体学生及家长。

多年来，该校高度重视并建立思想教育引导机制，扶贫不忘扶志，
帮困重在育人，以助学为载体，将资助作为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与良好
契机，利用资助这个有利抓手，通过感恩主题班队会、励志演讲报告会
等多种形式,把对学生的“经济解困”与“精神解困”有机结合起来，帮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健康成长。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群）为进一步加强园所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
作，增强教师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的能力，切实保障师生的生命安
全，近日，曾都区何店镇中心幼儿园特邀随州政安防火中心为老师们进行
了一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教师们深刻认识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懂得了一些
自救的方法，同时熟悉并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对消防安全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

展示艺术风采 提升文化素养

我市举行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中小学师生书画大赛

在学史崇德中践行初心使命
杨光明

曾都二中
开展“三防”教育筑牢安全防线

随县二中教学比武促提升

洛阳中心学校举行师德演讲比赛

何店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广水市实验高中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聚奎门学校
开展资助育人感恩励志活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目
的和意义所在。打开厚重的历史“教科书”，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穿透时空，依然历久弥新，在一
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独特的精神风范、崇高的思
想境界，树立起奋勇前行的精神航标。

一、“学史崇德”就是要学习对党忠诚的大

德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看人大节，识官大
德，关键看忠诚。只有做到了对党绝对忠诚，才
能始终爱党忧党、兴党护党，才是对党忠诚之
人。学习党史，就是要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
民奉献中，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通过学
习，把对党忠诚刻在灵魂深处，以对党忠诚之心
做对党忠诚之事，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
党、在党为党。

锤炼“草摇叶响知鹿过”的政治判断力。当
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发
生深刻变化，党员干部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中，一
旦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判断力，就可能在“涡
流”中辨不明方向、分不清是非，犹如“蒙眼骑瞎
马，夜半临深池”。所以，党员干部要培养见微知
著的能力，善于从小事小节中观察政治“头绪”，
善于从各类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始终保持“松
风一起知虎来”的政治警觉。惟其如此，才能区
分“正道”和“歧路”，才能将苗头性问题扼杀于

“萌芽”，将政治隐患消除于未然。重温历史让我
们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
加高昂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

锤炼“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政治领悟力。
“学”是“悟”的前提，“悟”是“学”的升华，如果不
提高理论素养，党员干部就可能对党中央的大
政方针一知半解、云里雾里，成为“听琴的牛”，
进而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上力不从

心，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在“同个频道”的现象，闹
出“说十听四”的笑话。对此，党员干部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
内涵，彻底吃透国家大政方针、党组织决策部
署，做到不但明白怎么做，更明白为什么这么
做，始终在思想上同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坚决
服从组织决定。

锤炼“闻令而动全力以赴”的政治执行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没有执行力，蓝图再美
好也只是“镜中花”;没有执行力，规划再科学也
只是“水中月”。党员干部不能只“鼓槌不出征”、
只“拉弓不放箭”，而是要在贯彻执行党组织决
策部署上闻令而动、雷厉风行，不等不拖不靠，
不做表面文章，力戒形式主义，做到党组织提倡
的坚决响应、党组织决定的坚决执行。同时，政
治执行力与本领息息相关，本领不足将从根本
上制约执行的效果，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最大程
度确保执行取得实效。对此，党员干部要有“本
领恐慌”意识，持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专业训练，切实将党的政治建设从理论
转化为实际。

二、“学史崇德”就是要学习为民造福的公

德

德，乃立人立业之本。我们党自成立之日
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学
史崇德”，就要学习革命先辈救国救民的初心，
始终牢记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本和血脉在人
民，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要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承诺；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
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切实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
于人民，真正做到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

守土明责，也就是在什么岗位上，知道自己
该干什么事。军人护国安宁，医生救死扶伤，教
师教书育人，这些都是责任。“有岗必有责”，作

为教育人，无论是校长还是普通教师，立德树人
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是我们
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有时，工作不分内外，需要
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有时，工作也分彼此，哪
些是自己该干的，哪些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
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特别是领导干部，一
定要清楚自己的权利边线，不可越俎代庖、滥用
职权，在涉及群众利益方面的事情时，该自己干
的一件不能少，不该自己干的一样不能多。

守土担责，也就是在什么岗位上，自己应该
干好什么事。“担责”是一种态度。“未担责者”做
事敷衍了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担责者”做
事认认真真，一件一件抓落实。无论是老师还是
校长，都要自觉践责、勇于担责、积极履责而不
敷衍塞责。“担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芦
衣顺母”“负荆请罪”体现的是中华儿女为家为
国的担当精神。作为教育人，就要自觉担负起为
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鲁迅先
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每个人
都要争做新时代中国的脊梁，做一个有担当的
教育人。

守土尽责，也就是在什么岗位上，自己要把
事情做到最好。“尽责”是一种境界。“尽”体现的
是一种更严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更优的效果。
我们党员干部要做到“不因事大而难为、不因事
小而不为、不因事多而忘为、不因事杂而错为”。
对于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全力以赴、尽心尽力、
不怠慢；遇到困难和问题，迎难而上、想方设法、
不退缩；在紧急危难关头，敢于挺身、果断处置、
不逃避；出现问题和失误，胸怀坦荡、自我剖析、
不推诿。尽责的人通常工作勤奋可靠，当处于极
端状态时，也可能是工作狂、完美主义者。当前，
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在新常态下新出现
的，要切实创新思路，用心用情用力去解决。如
果缺乏创新能力、改革意识和担当精神，这些问
题就难以解决。要紧盯高考改革、立德树人、素
质教育、促进公平、提高质量这些重点，紧盯职
称评审、干部调整、评先表模、项目建设这些热

点，紧盯有偿补课、研学旅行、教辅征订、校服保
险这些焦点，集中攻坚克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要真正做到“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每年抓几件实事，创几个亮点。

三、“学史崇德”就是要学习严于律己的私德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学史
崇德就是要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学习道
德风范，在严私德上下功夫，明是非、识良莠、辨
美丑、分善恶、晓荣辱、知行止，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自觉坚持人民立场，切实增强修
身意识，努力修炼朴实敦厚的人品。教育人的私
德就是要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王阳明常将自己的学问称为“致良知”之学。
“致良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内求索，靠自省；
一个是向外求索，靠实践。“无善无恶心之体，有
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这四句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无
事时心中少些杂念、但求清静安稳，有事时要明
辨其中是非善恶，然后守住自己的良心，并遵从
自己的良心去行事为人，永葆“三心”。

敬畏之心。不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一要干事，
二要干净，既要能干事、干成事，还要好共事、不
出事。要辨明是与非，杜绝“小聪明”。耍小聪明的
人常常模糊是与非的界限，讲世故不讲规矩，讲

“套路”不讲原则，和稀泥、谋私利，拉“小圈子”、
搞“小动作”，丧失理想信念、丢失原则立场。辨清
是与非，就要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问题，将才华用在党的事业和人民
的利益上，传承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以优
良的作风和品行，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要
分清公与私，公私分明养正气，公私不明生邪气。
要时刻警醒，勿以恶小而为之，坚持“苟非吾之所
有，虽一毫而莫取”，锻造出为公为民的坚韧品
格，坦荡做人做事。

感恩之心。感恩是人性善的举止，是一种充
满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感恩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做人永不过时的行为规范。鸦有反哺之
义，羊有跪乳之恩，不愿感恩，就失去了人与人
之间感情的纽带。心存感恩，能幸福他人，也能
快乐自己。只有心存感恩，人与人，人与环境甚
至人与心理上的自己就能和谐共处。每一个人
都要从灵魂深处认识到，我们从小到大，点滴进
步，都离不开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育、组织的
培育，离不开领导的关怀、同事的关心、亲友的
关爱。我们每取得一点成绩，都离不开上级的正
确领导、离不开同事的团结协作、离不开部属的
支持配合。没有这些，我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必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们要感恩社会，感
恩组织，感恩每一个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人。

常乐之心。知足方能常乐，在工作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握好“度”。要自知，对自己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了解自己的优点，知道自己的
不足，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客观评价。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能
力、思想境界、整体素质和发展前景有一个清醒
的认识，才能时刻提醒自己“今日所成不容易，
今日所拥已够多”，从而不比官大，但求贡献大。
要知足，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人所有的烦恼痛
苦皆因欲望而生，淡泊才能明智，宁静才能致
远。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教育就选
择了奉献。作为一名教师抑或一名校长，要常怀
知足心态，虽然生活清贫但内心富有，虽然两袖
清风却精神高贵。

学史崇德，需要我们把“大德、公德、私德”
有机贯穿在人生的全过程。以忠明大德，筑牢信
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勤守
公德，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幸福指数”，让人
民群众感受党的关怀和温暖，不断提升人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廉严私德，树牢清
廉底线，做到心中有戒严私德，让流淌在血脉中
的红色基因，转化成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不竭
动力，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营造人心思进、人
心思干、团结和谐、共谋发展的良好工作氛围，
为开创随县教育工作新局面作出我们每个人应
有的贡献！

（作者为随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近日，随县尚市镇中心小学举行首届趣味运动会，以快乐健身的方式，
引导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快乐，在运动中获得健康，在竞争中学会合作，营
造了“健康、快乐、合作、参与”的和谐氛围。

（随州日报通讯员 孙小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