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波

12 月 5
日袁 壬田中潭
小学一老师在
为 留 守 孩 理
发遥 中潭小学
校长和老师了
解到该校有 20
多名留守孩因
平日里缺少父
母的关爱 袁头
发经常疏于修
剪袁便成立野理
发 志 愿 服 务
队冶袁免费为他
们剪发洗头 袁
受 到 群 众 赞
扬遥

张东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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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袁
就像天上那一颗颗繁星遥其中袁有
一件事袁犹如极其闪亮的星星袁那
就是我养仓鼠的经历袁 至今让我
久久不能忘怀遥

那年国庆长假的第一天袁大街
上满是卖仓鼠的袁看着这些可爱的
小家伙袁 我终究还是抵不住诱惑袁
买了两只回去遥

回到家后袁我把仓鼠放在小盒
子里袁 在盒子上挖了两个小孔袁给
它们透透气遥 安顿好它们袁我又拉
着妈妈跑到宠物商店买了些仓鼠

的必需品院一个双层的巨型仓鼠别
墅尧三包饲料尧一包木屑尧仓鼠专用
洗澡盐噎噎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袁
我已经逐渐掌握了仓鼠的饲养方
法遥给它们喂食尧洗澡噎噎天知道袁
我是花了多少精力去照顾它们袁自
从养了它们袁我整个人更憔悴了许
多遥

最让我欣喜的是那个下午袁
我像往常一样袁放学回到家便第
一时间跑去看仓鼠遥 我刚刚靠近
它们袁就听见笼子里传来细小的
叫声袁这声音不像这两只仓鼠发

出的遥 这是什么叫声钥 会不会是
其它动物钥 我边想袁边走上前打
开笼子一看究竟遥 眼前的一幕
让我惊呆了院 一窝小仓鼠在里
面不停地扭动遥 原来是仓鼠产
仔啦浴 我既惊喜袁又不知所措遥
我用手扒开它们袁数了数袁足足
有八只遥

八只小仓鼠的到来袁 让我又
增添了几分责任心遥 我心想袁一定
要把白白嫩嫩的小仓鼠喂养长
大袁 用我的爱心和责任心去呵护
它们遥

本报讯 渊谢琴 记者温云高冤 崭
新的书包尧漂亮的文具尧充满智慧的
课外书尧 美丽的保温瓶.....2017年 11
月 30日上午袁 壬田镇力帆光彩学校
操场摆放着各种文具和孩子们的生
活用品袁一场野圆梦微心愿袁集体生日
party冶 爱心捐赠仪式在该校如期举
行遥

当苏尔玛购物商场的爱心人士代
表将满载着关爱的书包尧文具尧课外书尧

保温瓶等送到受助学生手中的时侯袁孩
子们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袁他们的
一个个小小心愿也得到了实现遥

野我想有一只新的书包袁这样袁我
就可以开开心心背着它去上学了冶尧
野我想有一套课外书袁 这样袁 每天晚
上袁我就可以在书香中入睡了冶......孩
子们的愿望虽然很小袁但很朴实遥 微
心愿活动的开展让这些生活困难的
学生敢于有梦尧勇于追梦尧勤于圆梦袁

同时袁也弘扬了与人为善尧助人为乐
的社会正气和良好风尚遥 壬田镇中心
小学校长杨丽告诉记者袁壬田镇各小
学主动对接社会爱心企业与爱心人
士袁纷纷开展圆梦贫困孩子野微心愿冶
活动袁帮助他们实现野微心愿冶遥 据悉袁
截至目前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与爱心
人士共为全镇各小学 533个野建档立
卡冶贫困孩子圆了野微心愿冶袁累计捐
赠物品价值 3万多元遥

三中

“爱心母婴室”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讯 渊王道东 古熙 记者陈盛昌冤野学校管理

很贴心袁设立母婴室我们这些耶奶妈爷不用上班中
途匆匆忙忙回家给孩子喂奶袁 只要在约定的时间
让家人带上宝宝到这个地方哺乳袁很方便袁更利于
专心工作遥 冶日前袁瑞金三中的杨老师高兴地说遥日
前袁瑞金三中野爱心母婴室冶正式投入使用遥

瑞金三中现有教职工 340 余人袁 目前处于
婚育期的年轻女教师有近百人袁 怀孕和哺乳期
的教师接连不断遥 但是因为条件的限制袁 以前
新妈妈们回归职场 后袁每天只能利用工作间隙
请假回家给宝宝喂奶袁 来去匆匆遥 能拥有一个
整洁温馨的私密育婴室是年轻妈妈们梦寐以求
的愿望遥

本学期期中考试后袁学校工会马上积极筹备袁
物色安静方便的场地袁进行相应的美化布置院墙上
张贴各类专业哺乳知识版面和可爱 baby图片增添
了温馨感曰装备微波炉和取暖器提高了品质感曰安
放杂志架及叶母乳喂养宝典曳尧叶母婴杂志曳等杂志
给年轻妈妈们提供了学习提升的机会遥

该校本着服务教职工尧 建设和谐幸福校园的
工作原则袁 想方设法为教职工解决热点尧 难点问
题袁不断创新袁真正助推幸福和谐校园的建设遥

四中

阳光体育校园足球联赛开赛
本报讯 渊曾锦华 郭守云冤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袁开

展阳光体育活动袁创建阳光校园袁12月 6日袁瑞金四中校
园足球联赛在校足球场拉开序幕遥

据悉袁本次比赛由各班组织五人参赛袁利用下午课外
时间组织进行班级足球联赛袁开展起阳光体育活动遥 在比
赛现场袁队员们坚持野友谊第一袁比赛第二冶袁开始时相互友
好握手致意遥 比赛中队员们攻守配合默契袁 将战术运用尧
团队协作在比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袁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的
比赛遥

本届校园足球联赛以创建野阳光校园冶为目标袁弘扬
野更高尧更快尧更强冶的体育精神袁在全校掀起了野阳光体育尧
快乐足球冶的体育锻炼热潮袁让同学们在足球运动中锻炼
意志袁强身健体袁丰富课余文化生活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
入到学习和各项活动中去遥

深圳律师千里送温暖
本报讯 渊刘汉霖 记者温云高冤 日前袁深圳律

师郑涛一行满载着浓浓的温情袁 冒着蒙蒙细雨又
一次踏进了瑞金这块红土地袁 在一个瑞金友人的
陪同下直接走进了黄柏乡鲍坊村 6名贫困学生家
中袁为他们送来了羽绒服和学习用品袁并为贫困家
庭尧老人分发了慰问金遥 据悉袁郑涛律师是深圳一
律师事务所及阿斯伯格公益号的创始人袁 一直热
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袁 此行是第二次来瑞为贫困学
生送温暖袁共发放爱心款物约计 4000元遥

为倡导师生文明出行袁12月 5日袁
金都小学红井校区特邀市交管大队民
警刘斌作了题为叶文明交通进校园曳的
安全教育讲座遥 刘斌针对学生出行实
际情况袁结合一些涉及行人尧非机动车
的事故案例袁 警示广大学生要牢固树
立交通法规意识遥 同时还提醒师生若
遇交通事故要保持冷静袁及时报警袁维
持现场秩序遥 谢美昌

野感恩周冶活动期间袁井冈山小学
组织该校学生为家长设计并送上了一
份野感恩卡冶袁同时袁倡议孩子们阅读有
关感恩的书籍袁培养孩子的感恩情怀遥

李舒萍

12月 4日袁怡安希望小学启动野十
个好习惯袁21 天快乐行冶 主题教育活
动袁 倡导学生养成在家在校的十个好
习惯遥 同时袁学校还通过家长会尧微信
群尧校讯通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养成野十
个好习惯冶的意义和做法袁为孩子习惯
养成创造良好家庭环境遥 梁珍 宋微

鉴于部分学科学困面大尧 发展不
平衡的情况袁 黄柏中心小学对全乡毕
业年级学科期中考试成绩进行了认真
统计分析袁 并及时召开了六年级语尧
数尧英学科研讨会袁老师们对半学期来
教学工作进行了总结袁 交流了教学体
会遥 刘春红

12月 4日袁 在第四个国家宪法日
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到来之际袁 武阳镇
中心小学开展了全国宪法日宣传教育
活动遥 该校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尧开展板
报评比尧 宪法晨读等形式开展了宪法
知识宣传教育系列活动遥 陈尘 曾力文

为提高全校师生结核病防治知识
的知晓率袁 泽覃东州春蕾小学近期围
绕野关注健康袁远离结核病冶主题袁开展
了防治结核病宣传活动袁 组织学生观
看了结核病宣传动画片 叶防治肺结
核曳袁还在家长会上向家长宣讲了肺结
核病的防治方法尧 免费治疗政策等相
关知识遥 陈凌飞

12月 5日袁 泽覃乡五龙教学点接
受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评估
检查督导检查遥 检查组专家充分肯定
该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遥

刘娟华

近日袁 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在户外
活动场地上举行了教学观摩研讨活
动遥 活动中袁师幼共同游戏袁真正体现
了以游戏为主尧 动静相结合的先进教
学理念遥 彭荔

贫困孩子“微心愿”圆梦活动蓬勃开展

仓鼠喂养记
阴钟馨颖渊三中高一年级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