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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朱志华遗失咸宁三源电工灯饰城普通

发票，税号：422301196105201117，发票
号：00085224—00085248，特声明作废。

陈昌坤遗失位于赤壁市中伙镇高桥村
二十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权证号：
4212811072022200265，特声明作废。

曾维祥遗失崇阳县天城镇交通小区（客运
总站候车厅内）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2232519790413321651，特声明作废。

张继超遗失咸宁市汉龙安保用品有限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21200316422170，特声明作废。

张继超遗失咸宁市汉龙安保用品有限
公 司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代 码 ：
31642217- 0，登记号：组代管 421200-
033896，特声明作废。

陈玉琴遗失咸安区鹏红通信店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02MA4C5AE76A，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志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咸宁市分行温泉支行基本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0324701， 账 号 ：
181800010920003422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遗失
局机关提取2018年1月份工会经费票据，票
据号：01508163，金额；1288元，特声明作废。

钟思祥遗失高新红梅装饰料商行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42230119681206297X01，特声明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徐梦双报道：近日，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推进

“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
会议要求，一要安全宣教多元化。

利用0A网、宣传栏、LED屏等加强宣传
发动、播放安全生产标语，营造浓厚活动
氛围，保质保量完成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中“九个一”内容，确保活动内容丰富、
活动載体多元、活动成效明显。二要安

全检査全方位。以夏季安全生产、交通
安全整治、出租物业安全为重点，将一般
检查、重点检查和日常检査、抽查相结
合，认真排查各种事故苗头，做到人防、
物防、技防到位，确保安全检查无死角。
三要安全整改无遗漏。加强各部门、各
岗位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工作，对发现
的隐患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到“谁
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确保隐患整改无
遗漏，安全生产有保障。

咸安烟草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通城县烟草专卖局（营销部）组织
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邀请专业人员开展

“防御性驾驶技术”培训，现场进行消防水带
灭火和车辆爆胎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全员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安全意识和防患
能力。 通讯员 万名青 摄

通城烟草开展交通安全
知识培训暨消防演练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卫玲报道：近期，通
城县局（营销部）采取多项举措，深入挖
掘农村市场潜力。

该局一是增加农村市场调研频次与
深度，全面掌握市场需求与动态，积极探
索符合农村市场特点的营销模式。 二
是认真分析每名零售客户的历史销售记
录，因地制宜精选重点培育品牌，合理规
划品类宽度，深度。 三是针对农村客户
分布广、基数多，潜力大等特点，从改善
经营环境，开展亲情帮扶入手，加强与客

户的交流沟通，努力解决零售客户在经
营、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四是针对部分
农村客户位置偏远，信息相对闭塞等特
点，加大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严
厉查处二次批发、左右价格、扰乱市场等
行为，为中小客户增加销量、培育品牌创
造有利条件。

通城烟草加大农村市场服务力度

公 告
孙萌同志：

自2019年4月16日起，你未向单位办理请假手
续，未来单位上班。单位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与
你联系未果，你本人也未向单位来电来函陈述事由。
根据《湖北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四章第十五条
之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
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
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请你于2019年7月20日前速
来单位说明情况，逾期仍未来说明情况的，单位将按
《湖北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之规定处理。

嘉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6月21日

注
销
公
告

通城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城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因机构改革合并，拟进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注销登记，证书号：11421222739104078E、
11421222011356088L，特此公告。

通城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年6月21日

注
销
公
告

湖北智城天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0MA491JPT6A）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智城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1日

“您好老师，我是实小的校园小记
者WZT，冒昧打扰您，请问现在是否方
便对您做个简单的采访？”“咸宁有‘香
城泉都’的美誉，香是桂花之乡，桂花香
弥漫城市街道，泉是指温泉，常泡泡温
泉水，有益健康。请问老师您的家乡有
哪些让人深刻的印象呢？”……

为提高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
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融入社会实践
活动，并在活动中增长见识，锻炼口语
交际，提高在校园内外采访的能力，以
及提高对身边的人、事、物的关注度，
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市实验小学校
本课程新增校级校本课程——校园小
记者。

在校园小记者校本课程里：捕捉校

园与课堂，收集生活中的新闻素材，及
时报道学校的最新动态，宣传先进典
型、记录身边事身边人，成为小记者们
必修之课。而课前的阅读分享、课上的
小练笔、课下的语音作业、课余的手工
剪报、课外的街头采访则成为小记者们
成长之旅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瞧，在一次课间实践中，该校小记
者采访了来校交流的甘肃平凉崆峒区
教师交流团老师们。采访中，小记者们
围绕两校教师之间交流的内容以及各
自家乡的乡土特色进行了采访，虽然有
些拘谨，但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受
到了甘肃平凉崆峒区教师们的一致好
评。

如今，经过两个学期的磨练，小记

者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他们有很多
的收获，尤其是能和陌生人进行交流也
不胆怯了。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胆量和
自信心，开阔了视野，学会用引导式的
语言进行交流。同时也知道勤练笔、勤
阅读、勤观察、勤背诵、勤分享的重要
性。

见到孩子们的成长，家长们也非常
高兴。他们称，孩子们对校园小记者课
堂十分感兴趣，课后的剪报、朗读、实践
作业都会按时完成。最重要的是，以前
胆小怕事的他们，见到陌生人也敢于大

胆的交流了，并且勇于对一些事情发表
自己的看法。同时写作能力也提高了，
希望学校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实践机
会，让孩子在体验中得到进步。

市实验小学校长杜小清表示，校
本课程勾连了课堂与生活，拓宽了学
生眼界，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新能力，为以后的学习生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为综合素养的提升助
力。同时，也践行了学校特色教育主
题，体现了学校“给学生一把金钥匙”
的办学思想。

咸宁市实验小学校本课程系列之六

校园记者在行动
○ 刘安平 朱曲波 李思琪

10日一大早，一个身子单薄的汉
子背着个10多岁孩子，叩开了崇阳县
铜钟乡卫生院急诊室的门。接诊医生
为孩子量了体温，说：“重感冒，体温
39.5℃，幸亏你这当爸的一早将孩子送
来就诊！”

送孩子就诊者是铜钟乡中心小学
校长卢正良，孩子是六年级学生胡庆
恩。他掏钱将孩子安排住院后，才电告
家长来医院护理。

50开外的卢正良，在铜钟山下乡
村教坛度过了38个春秋。30多年来，
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自己梦想——办
一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1981年7月，卢正良高中毕业，毅
然选择了在家乡东桥小学当一名民办
教师。1993年，他考入了蒲圻师范。
毕业后，回乡任教。不久，就担任了马
桥小学校长。

2010年因合村并校，马桥村所属
的原何桥村没有了学校，学区内家庭条
件好的学生进了县城，家庭困难留守儿

童，坐车去白霓镇就学，或到亲戚家借
读。为了让学生就近到东桥小学读书，
卢正良冒着夜间寒风，骑车走访。有时
一晚上走八九家。不少家长夸道：“这
个卢老师办学有股韧劲，学区孩子读书
外流，他比自家的事还急。”在卢老师劝
说下，一年后，小学由70人增至230
人。

铜钟乡是由境内一座似巨钟的山
得名，相传是天庭遗落的宝物。铜钟历
史上属贫困山区，为贫困学生解难，卢
正良费尽心机。

2013年秋，乡财政所干部向他透
露了个信息：省财政厅下属的省注册会
计师行业妇女委员协会，要找一所学校
对贫困生“一对一”帮扶。卢正良在县
财政局领导帮助下，两赴省城洽谈，诚
心所至，最终邀来该协会领导来校考
察，达成了帮扶协议。

此后，每年12月下旬，40多位女
会计师从武汉来校与帮扶学生见面，带
来现金、学习用品、衣服、图书等。从

2014年秋至2018年冬，该协会爱心人
士捐给贫困生22.1万元，衣服3000多
件，图书800多本。

爱生如子是卢正良多年来奉行的
师德。近10年来，他掏钱给学生治病
或买学习用具及生活开支等，达8000
多元。2019年4月上旬，学校组织高
年级学生外出参加研学旅行。班上许
多同学举手报名，六年级女生赵敏因父
病母残，家里拿不出钱。卢正良见赵敏
不作声，便个人掏出358元，让赵敏欢
欣地和同学们踏上研学旅行之路。

对于特困生，卢正良特事特办。马
桥村汪嫣失去父亲，母亲视力很差。
2014年，汪嫣因家贫处于失学边缘。
卢正良得知此情况，上门请汪嫣的母亲
入校务工，一月拿1200元的工资。并
给该母女安排一间宿舍，学校的特殊照
顾，激发了汪嫣学习积极性，她在校刻
苦学习，一度从成绩平平的学生成为班
上尖子生，201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
县城大集中学。

羊群行路靠头羊，雁阵飞翔靠头
雁。铜钟乡中心小学在卢正良领导下，
获得了累累硕果。从 2016 年春至
2018年秋，该校六年级语数外三科连
续五次质量测评，成绩均名列全县学校
第一。同时，特色教育、体育也取得了
喜人成绩。2017年4月，该校小学生
篮球队在全县比赛中获一等奖；2018
年12月，该校获全县小学生诗词竞赛
第一名。2017年3月下旬，该校巴乌
演奏队在崇阳首届大岭樱花节开幕式
演出，成为观众点赞亮点。

学校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吸引了周
边乡村学生入学，在校学生从5年前的
160多人增至目前的290多人。学校
获得了“县特色办校先进单位”“县教改
先进单位”“县书香校园”等荣誉，卢正
良个人先后被评为县优秀教师、优秀党
员，及省农村优秀教师。

在荣誉面前，卢正良没有陶醉，正
在铜钟声声催促中，奋进在教书育人的
征程中。

“铜钟”声声抒真情
——记省农村优秀教师卢正良

通讯员 殷耕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
19日上午10点，在温泉中学体
育馆内，九年级全体师生以及家
长委员会代表欢聚一堂，隆重召
开2019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及送
考仪式。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
开了帷幕，九年级全体师生起
立，在音乐声中齐唱了国歌以及
温中校歌，并观看了清华招生视
频。活动中，优秀毕业生代表和
老师代表分别做了发言。随后，
全体毕业生举起右手，郑重宣读

了毕业誓词。
最后，在初二学生拉起的横

幅与祝福的欢呼声中，九年级全
体毕业生走上红毯，与班主任和
科任老师握手、拥抱告别，并随
着红毯一步步走出温中的校门。

温中负责人表示，此次毕业
典礼是温中给毕业生的最后一
课，希望每一名毕业生都能带着

“温文尔雅，中流砥柱”的温中特
质，带着“砺志、勤学、强身、报
国”的温中精神，从母校出发，走
向优秀和卓越，走向诗和远方。

温泉中学

举行毕业生典礼

扶贫先扶志和智，不管是扶志还是
扶智，教育责无旁贷，教育要敢于担当。

扶志和扶智的方法多种多样，据说
送教下乡是其中的一剂良方。

于是，送教下乡便成了我的愿望，
还真是心想事成，刚刚开学，学校就通
知我准备送教下乡。

送教下乡要去的是通城县黄袍中
学。黄袍是罗荣桓早年闹革命的地方，
电影《元帅从这里起步》即拍摄于此。

送教下乡的前一晚，我辗转反侧，
无法进入梦乡。是激动还是紧张？在
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设想着乡村孩子
的模样。

送教的当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
乘上大巴车，奔驰在乡村公路上。公路
左弯右拐，时上时下，大巴车一路颠簸，
跑了近两小时终于开进了黄袍中学。
虽然头有些晕，但看到明净的校园以及
那些无拘无束奔跑的孩子们，精神为之
一振。

我站上了黄袍中学八年级教室的
讲台，微笑地看着孩子们，希望有一次

眼神的交流与碰撞。可孩子们迅速地
瞥我一眼后，再也不敢抬头张望。他们
低着头，看着书桌上的课本，有专注，有
羞怯，有紧张，有彷徨。

我说：“同学们，老师来之前，曾经
做了一个梦，与同学们一起演唱袁枚的
《苔》。今天，老师想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一起来演唱好吗？”

掌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大声演
唱《苔》，可学生们却没人开口，我有些
许的奇怪，也立刻意识到了乡村教育的
艰难，老师的责任和担当。

我开始讲课，提简单的问题，可孩
子们都不敢举手，而且使劲将头向下
扣，鼻子、额角差不多蹭到了桌子上的
课本，显示出害怕和慌张。

我点起一位高个子男生，把耳麦送
到他的嘴旁，他细小的声音结结巴巴不
流畅。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好吗？”他点
头，不敢转头朝我望。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声音细小而紧张。

“我与他人不一样。”
“我与他人不一样。”声音稍大有力

量。
“我要大声把话讲。”
“我要大声把话讲。”声音清亮而铿

锵。
我板子钉钉卷个脚：“以后上课，咋

们发言就这样大声讲！”他使劲地点点
头，显示出山里孩子的倔强。

我继续讲课，继续提问，一位男生
怯怯地举起手。我点他，他站起身，低
着头，含着胸。

我走到他的身旁，用手轻轻地拍着
他的肩背，悄悄地说：“男子汉，挺起胸，
昂起头，说话才能身直而气壮！”

孩子很听话，立刻站直了身子，像
棵小白杨，回答问题流畅有力量。

课堂开始活跃，学生们坐直身子，
主动举手发言，个个发言声音清亮。

“同学们，刚才我们共同学习了一
个文言文故事，故事里有三个人，有没
有同学敢于上台演一演，展示一下古人
的形象？”

话音刚落，最先举手的是班长。
“你希望谁跟你一同上台表演，自

己点将。”
班长点了两位同学的名，两位同学

有点犹豫，不敢出场。
“相信班长的眼光，上台吧，那也是

你们成长的重要地方！”
三位孩子走上讲台，开始有些怯

场，演着演着就放开了，昂着头，满口文
言文，古韵古香。

教室里热烈鼓掌，孩子们满脸放光。
孩子们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身

子坐得笔直，眼里充满着自信的光芒。
送教下乡，我不断地鼓励学生，学

生发言声音由细小到铿锵，学生回答问
题由含胸到挺起胸膛，学生上台展示由
怯场到把头高昂……这些变化，让我心
花怒放。

送教下乡，我掂出了自己肩膀上的
责任和重量，

送教下乡，我似乎揣摩到了民族的
未来和希望。

（作者单位：咸宁市教科院）

送教下乡
○ 夏康全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员
余茹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教育
局获悉，根据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关于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告》
精神，我市4所院校入选首批
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卫生学
校获得“老年护照”证书，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获得“老年护照”“建
筑信息模型（BIM）”证书，崇阳
县职业技术学校获得“汽车运用
与维修”证书。

据悉，经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与各培训评价组
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沟通确
认，确定建筑信息模型（BIM）首
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320
所、Web前端开发首批1+X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424所、老年照护
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233
所、物流管理首批1+X证书制度
试点院校354所、汽车运用与维修
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466
所、智能新能源汽车首批1+X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194所。

教育部公布首批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

我市4所院校上榜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
员陈哲报道：近日，湖北省重大
招标课题“新高考背景下高中教
学与管理改革的实践研究”子课
题研讨会在鄂南高中开幕，全省
50 多所高中学校校长、教育专
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围绕新高考背景下，
普通高中发展、高校录取以及艺
术类考生如何应对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讨论。黄冈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院长易淑泉、华中师范大
学教授胡向东、武汉益人艺术学
校刘震洋分别做了《普通高中多
样化发展之我见》《探讨高考录
取改革》和《新高考背景下艺术
类高考应对策略》的报告，分别

围绕当前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的现状、跟随新高考改革之后高
考录取进行了探讨，以及艺术类
考生的应对策略。

鄂南高中校长袁慎彬表示，
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
实现学生可选择性、个性化、终
身化全面发展等，仍有很多困
惑。他认为，这需要各高中学校
进一步领会新高考改革精神，把
脉高考趋势，探索高中教育教学
改革与创新路径，分享新高考背
景下学校建设与发展经验，规范
细致地完成时代发展所赋予教
育的使命。并希望通过本次研
讨会，探索新智慧，促进各校的
改革步伐。

近百名校长聚集鄂高

召开新高考子课题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熊大平、通讯
员汪赵艳报道：为了提高学校师
生的安全意识，避免和预防安全
事故的发生。近日，咸宁市第十
六小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为
全校师生开展了“平安校园”为
主题的安全知识讲座。

民警以培养学生安全观念、
强化学生安全意识为基础，从预
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用电安全几个方面谈起，结
合学校生活实际，列举了丰富的

警示例子，将各项安全知识融入
到具体详实的事例之中，向大家
介绍了自我保护的各种方法，从
而让全校师生时时知安全，处处
懂安全。

通过本次讲座，师生们学到
丰富的安全防范知识，强化了安
全意识。听了讲座后，师生们共
同表示将在日常生活中牢记安
全教育，践行安全知识，为构建

“平安校园、平安社会”而共同努
力。

市第十六小学

举行安全知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