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系列报道

主办：咸宁市实验小学

刊号：鄂咸新第18号 2021年3月31日（总第238期）

主编：杜小清 执行主编：张俊波
网址：www.xnsx.com.cn

XUEXIAOXUEXIAO YUYU JIATINGJIATING

本报地址：湖北咸宁温泉笔架山街41号 邮编：437100 电话：0715－8255456 责任编辑：朱曲波

3月23日上午，我校组织全体师
生开展了春季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
练。

为了进一步夯实安全工作，为全
校师生筑牢安全之盾，在学校安全工
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下，通过专题
会议讨论，制定出本学期消防安全应
急疏散演练方案，以指导全校各班规
范开展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本次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在课

间操时间开始。9点20分，全体教职
工迅速到岗就位。9点25分，随着广
播口令声响，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正式开始。各班班主任、课任老师组
织着学生安全、快速地从教室撤离前
往操场；其他岗位的老师，分散在各楼
层配合保护和组织学生撤离；医护及
后勤人员做好应急准备。9点35分，
全校成功完成全员撤离。9点50分演
练结束。本次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顺利
完成。

随后，在学校报告厅举行了主题
为“校园消防安全”的知识讲座。此次
消防疏散演练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
全体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避
险自救能力，为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
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形成了
人人重视，人人宣传消防安全的良好
氛围。

我校举行2021年春季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2021年3月8日上午，省教育厅督导
组二级巡视员肖慎钢一行莅临我校，对学
校的安全工作进行全面督导。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周斌、艾东晖，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郭正华，市教育局副局长汪金月，市实小党
总支书记黄建军，副校长朱辉陪同调研。

肖慎钢一行实地查看我校学生进校
通道、校园视频监控中心、食堂、教学区等

场所；检查了学校保安室相关设备及消防
器材配备情况；详细了解出入管理、防疫
物资保障、学校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及食
堂卫生，应急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

随后，在我校西大门安防保卫室，督察
组还对我校一键报警系统进行现场演练。
该系统直接与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联
动，当遇紧急情况，学校可通过一键报警系

统直接报警。现场肖慎钢同志亲自按下校
园“一键式报警”系统进行了测试。在听
取学校安全工作情况介绍后，省教育厅督
导组长肖慎钢充分肯定了我校当前安全
稳定工作，他指出，学校高度重视校园安
全稳定工作，加大安全经费投入，强化制
度落实，狠抓日常管理，多部门协同联动，
校园安全形势良好，同时希望学校一如既

往，按照相关要求，继续抓好落实。
此次调研督导旨在全面落实校园安

全各项工作和科学精准做好学校常态化
疫情防控，我校此前已对照调研督导内容
全面开展自查自纠。相信在上级部门和
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校将不断细
化管理，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提高
应急处置效率，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

省教育厅督导组莅临我校督导校园安全工作

微风慢慢，樱花粲然。3月23日，我
校举行了第16届“金钥匙杯”班际篮球联
赛开幕式暨第一轮小组赛。学生成长处
主任杨大明、副主任翦英武，裁判组相关
教师及六年级组全体师生共同参加了仪
式。仪式由体育组组长阮国耀主持。

开幕式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开幕式期间，裁判员代表王皓、运动
员六年级学生代表相继进行了宣誓仪式，
表达了比赛中将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以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进行比赛。
随后篮球场打响了第一轮小组赛。

插图8 第16届“金钥匙杯”篮球联
赛吹响第一球

赛场上，双方队员激情高涨，你争我
夺，展开了一轮轮的投球防守。篮球场上
的对决，出色的配合、迅速的回防、熟练的
假动作，球员们动作帅气利落，随着一道
精彩的抛物线，球场无意多了些紧张和刺
激。此时场下啦啦队热情高涨，呐喊助威

此起彼伏，气氛十分活跃，比赛甚是精
彩。同学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场上场下随
处可见。

“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
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这段讲话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成为
刷屏金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体育
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学校体育健康教育

的重点工作。近年来，我校严格落实国家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坚持“阳光体育大
课间”活动，保证学生体育锻炼活动时间，
确保每天锻炼1小时，每年举行两次运动
会，积极组织体育健儿参加市级各项体育
竞技活动。在扎实抓好学校体育工作，提
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基础上推进体育
传统项目，我校将继续发扬全国体育工作
示范学校特色，发挥好全国青少年校园篮
球特色学校示范引领作用。

第16届“金钥匙杯”校园篮球联赛开幕

近日，我校会同公安、市场监督、食品
药监、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校园周边安
全综合巡查整治工作。市公安局一号桥
派出所、市城管执法委综合执法一大队、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食品药监管理局等相
关负责人及我校副校长朱辉、校安办主任
谢军参加了活动。

本次综合整治行动重点巡查整治校
园周边各类涉校涉生安全隐患、无证照经
营摊点、售卖“三无食品”和烟酒行为、各
类不健康（危险）玩具（文具）、摸奖券、非
法音像制品和出版物等问题；并对周边文
具、副食、餐饮、教培等店铺是否存在占道
经营、超范围经营、店内书箱是否正规合

法、门岗三包责任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了
检查；同时对校园周边环境卫生、道路安
全防护措施、街面下水道堵塞等问题进行
督促整改。

为营造干净、整洁的校园周边环境，
进一步优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近
年来，学校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校园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通过采取定岗管理、
错时执勤、志愿服务等方式，巩固治理成
果，努力创建整洁、有序、安全的校园周边
环境秩序。

学校也同时提醒家长加强对孩子的
教育，提醒及督促，共同营造整洁优美、平
安清朗的校园环境。

联合整治 有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开学期，咸宁市实验小学2021年春
德育工作培训会在学校报告厅召开，校长
杜小清、校务委员张俊波、教师发展处、学
生成长处相关负责人和班主任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议由学生成长处主任杨大明
主持。

本次培训郎嘉娜、胡钦辉、黄仙三位
资深班主任分别进行了精彩分享。他们
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介绍了
如何关爱每一位学生、培养学生良好习
惯；如何正确有效化解学生纠纷及合理处
置突发事件；如何进行赏识教育，及时发
现学生的闪光点；学会如何走进孩子、走
进家庭传递力量与温暖；他们分享收获与

感动，诠释为人师者，德以配天地的真
谛。他们不约而同都提到了自己对教育
事业的理解和做班主任工作的感受，话语
间浸透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老
师们深沉的情感、充满智慧的教育方式和
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与会者，会
场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上，德育工作分管领导张俊波简要
阐述班级在学校的地位、班主任在学校教
育教学的作用，肯定了年轻班主任工作上
热情高、有冲劲，他说到年轻班主任要先
站稳再站高，积极向工作经验丰富、对工
作有理性认识的资深班主任学习。校长
杜小清会上指出班主任队伍建设是我校

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支高规格、勇奉献、精
业务的班主任队伍是学校的脊梁，更是学
生的福祉。他强调身为班主任“育人”的
重要性，不仅要管理好班级，更要引导学
生培养正确的道德思想，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随后，学生成长处主任杨大明对三
位资深班主任台上的精彩分享给予了充
分肯定，他总结三位老师虽然从不同角
度阐述对德育工作的认识与思考、方法
与策略，但相同的是她们工作中真实而
好不含蓄地表达出对学生充满爱、对教
育事业所怀敬畏之心。接着他围绕“创
新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发展”的学期德育

工作主题，从德育常规、班级建设和学校
活动三个方面，就本学期德育工作的总
体思路和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安排与部
署。

为了打造一支能务实、敢创新、讲奉
献的班主任队伍。近年来，我校不断推
进班主任专业化成长、发挥骨干班主任
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班主任青蓝工程”
深入实施等一系列举措，聚焦立德树人，
履行育人使命。在新的学期里，我校班
主任队伍将以更加专业的精神和态度，
将规范的班级建设和智慧的创新管理结
合起来，高举立德树人旗帜，开拓创新迎
接未来。

创新德育工作 促进学生发展
——咸宁市实验小学2021年春德育工作培训会

本报讯 通讯员汪菡报道：风雨百年，青史可
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激励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2021年3月3日上午，我校党总支召开了今年第
三次中心组（扩大）学习研讨会议。党总支委员、各党
支部书记和团支部副书记参加了会议。

会上，党总支书记黄建军带领大家集中学习了
《习近平2021年2月20日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工作重中之重是学习
党史教育，学党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广大
党员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聚焦学习内
容，开展专题学习培训要将学习党史系列活动贯穿学
期始终。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
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会上，黄建军同志将本年度党建工作计划进行了
解读，各总支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对2021年春周工作
计划进行了讨论并结合2020年组织生活会征集群众
意见，提出了三点建设性建议：一是加强理论知识学
习，开展“学党史”主题活动；二是提升党员党性锻炼，
组织“走出去”学习实践活动；三是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开展新颖的群众服务活动。

各支部陆续开展第三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传
达学习了《习近平2021年2月20日出席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应勇在全省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孟祥伟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凝心聚力创伟业 勇立潮头开新局>
庆祝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等系列讲话
精神；根据上级要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各党支部书记带头示范引领，围绕党史讲党课；
以“学习强国”和“共产党员”平台为载体，以党小组为
单位和个人自学，加强中共党史学习，做好学习笔记；立足学校工
作实际，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
得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校将继续开
展党史教育，汲取党史营养智慧，不断开创学校党建工作新局面，
推动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党建领航，整体提升我校教师
的思想境界、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深刻体会习总书记讲
话精神的内涵，准确把握当前重点工作部署，确保政治上、思想
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团员要提高政治站位，
更要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以学习引路、以学习开局，不断增强有
担当、抓落实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认真谋划2021年各
项工作，理清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撸起袖子加油干，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近日，由我校承担的全国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
单 位 资 助 教 育 部 规 划 课 题
（FCB170641）子课题《3D打印
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应用案
例 研 究 》（ 立 项 编 号 ：
FCB1706413D19XN），经教育
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和

“基于现代教育装备的教育教学
协同创新应用研究”总课题组审
核，顺利结题。

该课题从 2017 年最初谋
划，到试点实施，经由2018年立
项研究、实践推广及探索学科融
合，至2019年全面普开课程，再
到2020年跨学科、跨地域进行
应用研讨，2021年结题前后共

历时三年，课题组成员结合3D
打印技术与学科融合的应用为
切入点，紧扣学生素质教育和核
心素养的国家课程体系要求，积
极开展课题研究，探索3D打印
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新模式，形
成了《3D打印技术与学科教学
融合的应用研究》课题报告，完
成校本教材共计八十余篇，录制
3D打印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
典型课例七节，发表论文五
篇。课题的研究有效促进了学
校基于“3D打印”的校本课程的
开发和实施，“3D打印”校本课
程融入了STEAM教育理念，为
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创造
条件。

我校一项教育部规划课题顺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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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张穆涵 109何若希 116吴依宸 109汪瑾瑜
214师以宁 215雷启洋 217潘梓晴 218黄海航
219汪承睿 308耿景曦 316陈哲熙 311肖俊鸣
402黄朝亨 403程诗晏 403揭诗瑶 405夏琮凯
405万 骞 405伍璇钰 409梁毅恒 412孟 涵
413石金诚 413陈子默 413陈 茜 415王泓宇
415阮一航 415梅皓轩 504冉紫铃 504夏浠宁
504王佳蕊 505周祎阳 505黄凯文 505吴一鸣
505柯景文 506胡安寅 507熊思尧 509张雨彤
508雷翔宇 511李子涵 514余邹羽 514刘恩畅
515邓韵仪 602周 盼 610刘士源 612 张诗哲
614金梓豪

爱护环境
101余梓航 107刘玄毅 207徐诗雅 212孔佳烨
312杭宇辰 402刘祉轩 506潘笎希 506刘骐玮
507熊心蕊 507胡岩东 507李俊霖 507龚嫄熹
514余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