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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思琪报道：为进一步打造
优质均衡发展背景下的学校特色，学校在
暑假前夕为学生布置了暑假特色作业，为
暑期生活添营养。整个假期，孩子们在生
活中实践“知行合一”，在劳逸结合中放飞
自我。

开学啦，孩子们满载着收获与成长归
来了，他们别出心裁的作业终于“亮相”
啦！

特色一：集文成册，人人都是小作家

观察昆虫、聆听夏夜蝉儿鸣叫；欣赏鲜
花、仰望天空的明月，孩子们将自己的观察
日记通过手绘、剪贴装订成册，看着厚厚
的、属于自己的精美文集，成就感满满！

特色二：《成长记录册》彰显个性，记
录成长

孩子们是生活中的有心人，一本本温
馨的《成长记录册》留下了他们生活中的
成长足迹和旅行中的精彩瞬间。耐心的
甄选，用心的裁剪，精心的装饰、天真的语

言，呈现了孩子们快乐童年的点点滴滴。

特色三：手工绘画，奇思妙想

热爱生活的孩子总能让创作成为暑
假生活的主旋律。同学们自己动手，或者
和家长合作，结合自己的暑期生活绘画成
各种有趣的故事，这些作品有的生动有
趣，孩子们无限的聪慧和创造力在这些创
作发明中得以充分体现。

特色四：缤纷手抄报，展七彩童年

以“快乐的暑假”为主题的手抄报，版
面整洁，设计新颖，主题突出，图文并茂地
表达出孩子们对暑假生活的独特感悟。

特色五：亲子阅读，书香浸润心灵

假期生活中孩子们也不忘与书为伴，
汲取精神营养。他们挑选适合自己阅读
的书籍，让读书成为习惯。在温馨的家庭
氛围中，孩子与父母一起交流，相互分享
学习，认真地完成“亲子共读卡”，让孩子
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

一份份构思精巧、图文并茂的暑假特
色作业，再现了孩子们丰富多彩的暑假生
活，充分展示了孩子们的独特智慧。这样
的作业形式融实践性、思考性、知识性、趣
味性为一体，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还从不同角度，不

同侧面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此次暑期特色作业，不仅是对学生假

期活动一次有意义的总结，秀出了每一个
学生的创意风采，而且将激发学生新学期
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生活习惯。

咸宁市实验小学2018暑假特色作业新鲜出炉

雄鹰最骄傲的就是搏击蓝天，草儿最骄傲的就
是点缀大地，而我最骄傲的就是走入军营。正所谓
一日从军，军魂入骨，作为一名复员军人，如今的我
虽然已经卸下戎装，但初心不改，至死方休。

军人，在我看来和老师一样，都是一个十分平凡
的职业，但它们又都是神圣的，因为我们都有着共同
的信仰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正是我
的入党初心。1995年底我带着蔚蓝的梦想跋涉，怀
着黑飘带的风采前行，我光荣地步入了人民海军的
行列。同时也注定了我要与大海为家，与风浪兼程，
在理想和现实中磨练自己，在困难和挑战中锻炼自
己，让沸腾的热血筑起一道万古不朽的海上钢铁长
城。我想，人民海军就应该游弋在祖国海疆，邀白云
为伴，与群鱼共舞，在祖国万里海疆上划出浪花阵
阵，在人生之旅上闪出风采缕缕。8年的日子里，令
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部队铁一般的纪律，站岗值勤
只与漆黑的夜空相伴但容不得半点松懈，哨声响起
时迅速集合更容不得丝毫拖延，纪律是什么？纪律
是每一名士兵的精神信仰，纪律是战斗的外在体
现！在寒风中奔走，在烈日中苦练，把激情挥洒在训
练场的每一个角落，把青春和热血洒在祖国的万里
海疆，守护祖国的安宁与和平，因为这正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先决条件！

199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更深知“党
员”二字代表的不是荣誉，更不是权力，而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在部队，心怀满腔豪情、保家卫国的
我偶尔也会因繁重的训练、枯燥的生活以及对家人
的思念等因素而产生动摇的念头，都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但是在那个全部都是铁骨铮铮男儿的军营
里，一样也会有人流泪，成为党员之后，我明白一定
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不能轻易动摇自己
的决心，更要努力在部队的大熔炉中不断磨练自
己，为祖国、为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这便是我的初
心所在！

2003年底，我退伍回到地方，并走上新的工作
岗位，虽然角色发生了转变，但部队在我身上留下的
烙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如今我身为一名教师，当
我走上神圣的三尺讲台时，我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
任。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建设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
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而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至今还清楚
地记得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情景。始终牢记
自己入党时的初心，佛经有言“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诚然，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教育所面临的挑
战越来越多，社会给了教师太多的责任与压力，我
既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就必须承担起责任与压
力，努力打磨自己，争取为教育事业奉献出更多的
力量。我们常说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
以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迎难而上，不忘初心，
奋勇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育是一
条漫长而又艰巨的路程，前行的道路上或许荆棘丛
生，或许风霜遍布，但这条道路同样是快乐的，那一
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一张张灿烂童真的脸庞，无时
无刻不在向我传递着希望和力量。能够在三尺讲台
上把知识传递下去，在课堂之外把关爱汇聚心田，并
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我！无怨，无悔！
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系实验小学教师 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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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曲波报道：9月 10日上
午，咸宁市实验小学在运动场隆重举行教
师节献礼暨教德师风宣誓仪式，全校师生
5000 余人齐聚一堂，共庆第 34个教师
节。仪式由副校长刘安平主持。

仪式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运动场
上整齐有序地走来一年级新生，一张张天
真烂漫的笑脸，一双双满怀憧憬的眼睛，
一声声清脆稚嫩的童音，踏着激昂的进行
曲，931名一年级的新同学昂首阔步开启
走向知识的大门。

少先队员代表601班学生万睿妍同
学为教师节献词，一副讲演家的仪态，抑
扬顿挫，热情激昂，深情之处娓娓道来：

“ ……
教师用知识甘露，
浇开孩子理想的花朵；
教师用心灵清泉，
润育学生情操的美果。
加减乘除，算不尽您作出的奉献！
诗词歌赋，颂不完对您的崇敬！
在这不寻常的节日里，献上我们深深

的祝福！”
风雨春秋三十载，育得桃李香满园。

扎根实小三十有余，爱岗敬业、勤勤恳
恳，他/她们见证了实小一路走来的坚持
和荣耀，他/她们内心坚定，历经不懈努
力，聚沙成塔，励精图治，共创实小美好未
来。

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为三十年教龄
教师敬献鲜花。

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学校党总支
书记黄建军同志带领全体教师在国旗下

举行师德师风庄严宣誓。
“让我们以新学期为起点，瞄准目标

勇敢前行，以满腔的热情，饱满的精神和
坚定的信心，去迎接新学期的挑战，为自
己加油！为实小喝彩！让梦想和爱与我
们同行！”仪式在刘校长热情、高昂的讲话
中画下句点。

咸宁电视台、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
对活动进行了报道。三十年教龄教师代
表覃旦君和新入职教师代表罗贝尔在接
受采访中发表教师节感言。

本报讯 徐小伟、阮国耀报道：在这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九月开学季节里，
咸宁市实验小学又迎来了一批一年级的
新生小朋友，为了让一年级学生更快适应
小学生活，同时为了磨炼孩子们的意志，
锻炼培养学生们坚强的毅力，使孩子们养
成坐如钟、站如松的好习惯，我校体育老
师和全体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在开学之初
共同就对一年级新生进行了队列队形的

专业训练。
9月11日，是美好的一天，蓝蓝的天

空飘着白白的云。上午八点钟，一年级新
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伴随着音乐整齐而
有序的来到了大操场。徐小伟老师一声

“立正”的口号声，同学们立即安静了下
来，在体育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同学们能
够做到立正中指贴裤缝，抬头挺胸，笔直
的站在队伍里，场面非常壮观，横一条线，

竖也是一条线，看，我们的队伍多整齐，我
们的小学生多整齐，可别小瞧我们的年龄
小噢，但浑身是劲，甭提多兴奋、多专注、
多认真了。

当体育老师喊到双手抱臂的时候，同
学们齐刷刷地架起他们的小臂膀，动作刚
劲有力，整齐划一，他们都抢着说，我是班
级的一员，要为班集体争光，都想得到老
师的表扬！你看，他们多投入，在体育组

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在班主任老师的积极
主动组织下，本次队列队形训练经过2个
星期的间歇性3天时间训练，完美结束。
过程是艰辛的，训练是辛苦的，难度也是
很大的，一年级的小学生毕竟还小，希望
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一年级学生将正式开起他们的小学
生活之旅，他们的梦想便在这里开始起航
……

梦想在这里起航
——咸宁市实验小学开展一年级新生队列队形训练

咸宁市实验小学举行第三十四个
教师节献礼暨师德师风宣誓仪式

本报讯 李思琪报道：为了让一
年级新生尽快适应小学学习生活，
帮助家长掌握辅导孩子的正确方
法，让家长有效地与学校、老师合
作，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行为习惯，达到家校携手共进的目
的，9月21日下午，咸宁市实验小学
成功召开了一年级新生家长会。

会上，一年级班主任向全体家长
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办学理念、

学校特色发展及近年来学校的办学
成果，使家长对学校的概况有了整体
的认识。随后，各班班主任从班级情
况、学生安全、良好行为与学习习惯
的养成等方面与家长进行了具体细
致的交流。同时各科任教师也向家
长讲述了本学科特点，教学要求、家
长如何配合辅导等问题。

据悉，本次一年级新生家长会
旨在进一步帮助孩子适应学校生

活，帮助家长掌握辅导孩子的正确
方法，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更好地促进家校共育。不少家长也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新生家长会，既
了解了学校，又认识了老师，更重要
的是知道了正确教育孩子的基本方
法，受益匪浅。相信在学校和家长
的共同努力下，咸宁市实验小学将
成为孩子们幸福健康、快乐成长的
乐园！

本报讯 冀伟报道：为深
入开展支部主题日“+”的活动，
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号召力。数学党支部
于2018年9月16组织全体党
员开展“走进新农村，慰问退休
老教师”活动。

9月16日上午9点在学校
新门集合，数学党支部全体成
员及语文党支部党员代表，在
党总支书记黄建军同志和数学
党支部书记付来同志的带领
下，到咸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
村八组体验农村生活，慰问退
休老教师。

全体党员在退休教师高老
师的带领下参观新农村的生态
环境，欣赏农村美丽的风景，感
受农村新变化，并和老教师进行
亲切交流。参观完板栗园后，全
体人员又来到高老师老家，了解
老教师退休后业余生活，并与家
人进行了座谈，了解党的十九大
以来农村的快速发展与变化。
高老师从实验小学退休以后回
到农村老家积极创建农耕文化

教育实践基地，开荒菜地、种植
稻谷、打理板栗园等。

一些学校和幼儿园的师生
经常来到高老师基地体验割稻
谷、拔萝卜、抓泥鳅、挖红薯、栽
白菜等实践活动，了解农耕知
识，让学生亲生体会改革开放
之后的巨大变化，树立科教兴
国，科学兴农的意识。

高老师还和他爱人一起成
立了乡村“红梅艺术团”，积极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惠民政策，
传播乡土文化，引领村民开展
健康向上的活动，在当地有较
大影响。

本次活动不仅是学校党组
织对退休教师的关怀，更丰富
了党支部活动内容，增强党组
织的凝聚力。今后数学党支部
将认真学习贯彻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十九大精神，继续开展多样化
的实践活动，做好做实“+”的活
动，为新时代党建工作作出新
的贡献。

走进新农村，慰问退休老教师
——记我校数学党支部农村实践活动

家校携手 共育英才
——咸宁市实验小学召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