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源汇区实验小学建于1946年。多年

来，学校始终坚持把党建融入教育教学工
作的方方面面，以党建为引领，促进教育
教学工作高质量发展。

源汇区实验小学党支部现有党员22
人，支部委员会设书记 1人、副书记 2
人，纪检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各1
人。这支队伍坚定地发挥“头雁”效应，
在全校师生中发挥了引领、示范和带头作
用。

在办学实践中，源汇区实验小学充分
发挥学校党支部凝心聚力的作用，把党建

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建强党建阵地，多措并
举，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对师德师风常抓不懈。组织全体教师
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定期开展师德师
风评议活动，邀请家长、学生评议教
师，并在教师中开展相互评议；定期开
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引导教师依
法执教。

落实“三会一课”党内组织生活制
度，把党章、党规、党纪和教育教学工作
等相结合；将每周一作为固定的政治学
习时间，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教师法、教育法、义务
教育法等，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良好师德
师风，践行育人初心使命。

源汇区实验小学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
学校工作规划，要求全体教职工参与廉洁
教育活动；设立廉洁问题举报箱，公开举
报电话；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做到
职责明晰、任务具体；建立党员活动室，
加强党员干部廉政学习；围绕关键环节查
找廉政风险点，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
监督；重点对教育收费、招生、干部人事
等方面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营造崇尚廉
洁、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提高学校廉政

建设水平。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组织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校党员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等活动；举办党史知识宣讲、党章
知识测试、到革命老区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系列活动。学校还组织全校师生举
行讲红色故事、唱红歌等活动，让广大师
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
人。

党建引领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源汇区实验小学党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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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9
月11日，我市小学阶段学生错
峰返校。

返校当天，全市445所小学
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纷纷走进教
室、登上讲台，精心上好开学第
一课。不少学校还把开学第一
课和升旗仪式、主题班会、专
题讲座等结合起来，引导学生
铭记灾难、科学防疫，以良好
的心态和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
新学期学习。

各县区、各功能区认真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一校
一策”原则，指导辖区学校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统筹协调属
地学校开学工作。全市各学校
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按照开学
时间节点，精细化做好家长分
区域接送、一米线等待、佩戴
口罩、检测体温等工作，有序
组织学生错时错峰返校。

截至11日18：00，小学阶
段 学 生 198966 人 已 返 校
177912人。目前，我市小学生
已顺利返校，平安开学。

全市小学生返校
秋季开学秩序井然

9月13日，郾城区龙湖学校举行揭牌仪式暨
开学典礼。

据了解，龙湖中学位于龙湖路与解放路交叉
口西南角，项目占地面积约52亩，规划投资约
1.49亿元，总建筑面积32371.30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0633.73 平方米，地下车库

11737.57平方米）；设置有足球场、塑胶跑道等
体育活动场地。该校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是一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其中，小学有24个班，初
中有12个班，新增学位1680个（小学1080个、
初中600个），可容纳1980名学生就读。

杜小静

郾城区龙湖学校

■市实验中学八（11）班
谷兵源

我的体育老师姓赵，他有
一双“神奇”的耳朵，比雷达
还灵敏，无论哪个同学在课堂
上低声说话，他都可以听见，
并会用眼睛送去批评。

赵老师个子不高，很威严
也很幽默。有一次，赵老师组
织邻班和我们班进行了“跳绳
双摇”比赛。我和好朋友常家
河都是这个项目的“种子”选
手，强强出战本应轻松取胜，
可邻班有个和我俩不相上下的
强将，使得比分迟迟拉不开距
离。赵老师见状，不停地在旁
边为我们支招、鼓劲，让我俩
一下子有了底气。我俩用他平
时教的“妙招”一口气跳了66
个，稳稳地占据了冠军“宝
座”。

赵老师还很和蔼可亲。一
次长跑训练课上，需要绕操场
跑10圈，可我跑到第7圈时体
力不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怎
么也跑不动。赵老师看见后，
就让我休息，可我看着其他同
学都在奋力地跑，也不想落
后。“还有3圈，就是走我也要
走下来。”我给自己鼓着劲儿又
跟了上去……训练结束后，赵
老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
递上了面包和热茶，对我说：

“累了吧，赶快把它们消灭掉，
体力好才能跟得上啊。”我感动
地说：“谢谢您，赵老师。”

赵老师常对我们说：“刻苦
努力，是生命里永远传唱的
歌；热爱生活，是成功的不竭
源泉。”我会牢牢记住赵老师的
话，用心读书、努力做好每一
件事。 辅导老师：周 洋

我的体育老师

■王德悦
黑色宽边镜框镶嵌着厚厚

的镜片，一双因通宵玩游戏而
熬得布满血丝的眼睛……这，
是镜子里的我。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电
脑、手机等科技产品让我们的
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有趣，却
也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沟
通与交流。

初三那年，为了方便我学
习，爸妈给我买了台电脑。刚
开始，电脑确实给我提供了不
少帮助，既可以解答烦琐的习
题，又可以让我开阔视野、增
长知识。可我渐渐发现，电脑
中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比看
书、做题有趣多了。此后，每
天放学，我便迫不及待地往家
跑，进门丢下书包就坐在电脑
前，写着作业也不忘“刷”游
戏等级。有得必有失。不久我
便深刻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含
义。就在我沉迷于游戏无法自
拔时，飞速下滑的成绩把我从
虚幻的游戏梦中“打”醒了。
我无法对这次成绩视而不见，

可又禁不住网络游戏的诱惑，
制订好的“断网”计划一次又
一次失败……

假期在奶奶家，我窝在沙
发里玩手机。不知过了多久，
我伸展了一下蜷曲得发麻的
腿，忽然发现房间里十分安
静，扭头看到奶奶正在用扑克
牌搭房子，半天也搭不到一起。
我上前拿起剩下的牌一边搭一边
笑着告诉奶奶，新的扑克牌不好
用，应该拿旧的搭。奶奶轻轻地
说：“我还以为丫头长大了，嫌
奶奶老了，不愿意和奶奶说话
呢。”我鼻尖一酸，抱住了奶
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
只关心网络、醉心于游戏，走在
路上捧着手机看得忘乎所以，连
一点余光也不愿“浪费”在周围
的事物上。黑框眼镜再难摘下，
这是“e生活”留给我的“礼
物”。之前的我沉迷于网络世
界，好似为自己织了一个巨大的
茧，隔绝了真情与温暖。现在，
我要正视网络、正确利用，努
力学习、健康成长。

走出网络沉迷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日前，市教
育局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秋季校园
安全大检查，确保新学期广大师生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据了解，本次安全大检查以查制度、
查职责、查隐患为主要内容，强化源头治
理，保证检查实效，为广大师生消除安全
隐患。

查制度，检查各学校是否按照《漯河
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制度清单》修订
并完善相关安全工作制度。查职责，各学
校按学年层层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切实将安全教育和管理融入学校日常工作
的各个环节、各个岗位。查隐患，对
学校的人防、物防、技防、校园周边
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及集体供
餐、防溺水教育等情况进行逐项排
查。

安全大检查分三个阶段：9月8日前
为自查阶段，各学校对照文件要求开展
自查工作；9月20日前为抽查阶段，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所辖学校进行检查，
市教育局联合公安、消防、市场监管等
部门对学校安全防范、校车安全、消防

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进行抽查；9月30
日前为整改验收阶段，各学校对在大检
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要做到整改
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
位”，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全面消除安
全隐患。

截至目前，全市 1100多所中小学、
幼儿园已经全部完成安全隐患自查工
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正对辖区学校安
全隐患自查情况进行统计，督促学校及
时整改。9月1日至6日，市教育局与市
市场监管局已完成首轮联合检查工作。

首轮检查以校园食品安全为主，共抽查
学校 19 所、校外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4
家，对主体责任落实、原材料采购、加
工制作、清洗消毒、留样管理等情况进
行检查，同时对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
品）、蔬菜、鲜蛋、米面及其制品 （自
制）等60批次的食材和餐饮具进行了抽
样检测。此次检查发现问题78项，已发
放了整改通知书。第二轮抽查于9月中旬
进行，市教育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消防
救援支队开展以安全防范、校车管理、
消防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检查。

市教育局

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本报记者 李文姣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郾城区实验幼儿

园认真贯彻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 《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单位“四送一助
力”专项行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精
神，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
领作用，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助力疫情防
控。

近期，我市开展全民核酸检测工作。郾城区
实验幼儿园党支部接到和平路居委会在社区招募
核酸检测志愿者的消息后，鼓励党员和教师志愿
者报名，成立了3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配合医务
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维持排队秩序，有
的帮助群众注册信息，有的帮助没有智能机的老
年人预约登记，有的为居民答疑解惑。大家坚守
岗位、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居民做好服务工
作。看到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冒着高温、不分

白天黑夜地忙碌着，该园党支部准备了矿泉水、
牛奶、面包、方便面等食品，到辽河花园北门核
酸检测点慰问，感谢他们的付出。检测工作结束
后，和平路社区居委会把写有“既能守护孩子 又
敢冲锋‘疫’线”的锦旗送给郾城区幼儿园，对
幼儿园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表示肯定。该园还组织
志愿者做好分包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分包社
区——四高家属院执勤，为社区居民站好岗，保
障社区居民的安全。

郾城区实验幼儿园了解到，有部分幼儿家长
是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特准备了牛奶、鸡蛋等食
品，对幼儿家长代表李亚楠（在郾城区中医院工
作）、吕真真（在郾城区人民医院工作）进行慰
问，给两个家庭送去了幼儿园的祝福。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园积极响应上级
号召，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引领了向
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为我市疫情防控
贡献了力量。

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郾城区实验幼儿园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纪略

近日，西湖学校教师欢聚校园，开展团建活动庆祝教师节。
李亚茹 摄

●近日，漯河高中举行庆
祝第 37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表彰了一大批为学校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职

工。 刘 岩
●近日，市第二实验小学

举行庆祝第37个教师节暨表彰
大会，邀请退休教师返校，并
送上鲜花和贺卡。 李文姣

简 讯

“欢迎同学们重返课堂。”9月1日，漯河高
中按照我市分批次错峰返校复学的防疫要求，精
细化做好各项防疫工作，有序组织高三学生返
校。

按照相关要求，漯河高中成立了以校长为组
长的工作专班，制订工作方案、开展疫情防控宣
传、排查师生行程信息、储备防疫物资、整治校
园环境，为学生返校复课提供保障。

自8月1日全市启动中小学生疫苗接种工作
以来，该校积极制订学生疫苗接种方案，配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于8月3日至6日分别在南北校
区有序完成三个年级的接种工作。截至目前，该
校学生的接种率达99.2%。

学校成立了疫情防控心理服务团队，开通心
理咨询热线0395-3133610。该校的5位心理健
康老师任首批心理热线接线老师，在每周二、周
五下午14：00~17：00为公众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

9月1日，该校高三年级举办了“开学第一
课”系列讲座。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甘德建，漯河高中党委书记、校长
王海东，漯河高中校医牛轶分别开展了专题讲
座。

甘德建作了以“爱国·感恩·奋斗”为主题
的讲座，带领学生回顾了郑州暴雨灾害中，无数
平凡市民伸出援手、积极救援的画面，并为大家
讲解了校园安全和交通安全等知识。校长王海东
以《厚植家国情怀 强国之路有我》为题为全校
师生上了开学第一课。

学校开设 《开学思政课》《校规校记规范
课》《学习方法介绍课》《新生励志课》《校史
课》等，增进学生对学校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团
队意识；各班通过班会组织学生学习《中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中学生守则》以及学校的各项规
章制度；举办文明礼貌知识宣讲等活动，让学生
展现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使高一新生快速适应高中生活，学校专门
为学生们编写了《高一新生手册》，内容包含学
校战略目标、高中各科学法指导、安全教育指
南、手机管理要求等。 李文姣

漯河高中

9月10日，漯河实验高中邀请市公安局源汇分局禁毒大队民警
到校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刘克东 摄

9月11日，辽河路小学一年级新生入校，校长李静为学生点
朱砂启智。 王艳君 摄

9月12日，郾城区第二实验中学（郾城中学西校区）举行新
生军训汇报表演。 芮启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