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波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9月 10日袁

野谢祖华奖教奖学金冶颁奖仪式在市教
育局举行袁 向优秀教师和学生发放奖
教奖学金 85.1万元遥

谢祖华系瑞金籍黄柏乡人袁 在深
圳经营民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遥 近些
年袁谢祖华获悉我市教育成效显著袁教
育质量持续保持先进行列袁 感到非常
欣慰袁 于是想奖励付出辛勤劳动的老
师和学有所成的学生遥 计划拿出 300
万元袁分三年发放遥

此次野谢祖华奖教奖学金冶发放仪

式袁由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元出席袁他向
获得野谢祖华奖教奖学金冶的学校和师
生表示热烈的祝贺袁 他介绍了谢祖华
先生自强不息尧顽强拼搏袁在事业取得
巨大成功的同时心系家乡教育事业发
展的感人事迹袁 以此勉励同学们努力
学习袁发愤图强袁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之才遥

市教育局局长刘福安说袁 金钱有
价袁爱心无价袁野谢祖华奖教奖学金冶带
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馈赠和帮
助袁更是精神上的教益和鼓舞遥 我们将

以深圳民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关心
与关爱为动力袁奋发有为袁开拓创新袁
加快推进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袁 以回报谢祖华先生对家乡教育
事业的赤诚关怀遥

黄金元副总经理授 2018 年野谢
祖华奖教奖学金 冶捐赠牌 袁刘福安
局长代表受捐方接牌遥 此次野谢祖
华奖教奖学金 冶 颁奖仪式共为 42
名中高考学子 尧255 名优秀教师和
29 名优秀校长 袁 发放奖教奖学金
85.1 万元遥

三中荣获两项市级荣誉
本报讯 渊王道东 记者陈盛昌冤在瑞金市庆祝

第 34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袁 瑞金三中荣获
2017-2018学年瑞金市 野高考工作先进集体冶和
野初中教学质量先进单位冶两项荣誉遥

2018年该校高考再创辉煌袁 一本上线人数
78人渊文化生冤袁二本以上上线人数 581人渊其中
文化生 421人袁艺体生 160人冤袁文化生一本和二
本以上上线人数均超额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下达
的力争目标袁考取 600分以上 5 人渊其中文科 4
人袁理科 1人冤曰中考综合评估和初中教学质量综
合评估名列全市第一遥 这辉煌的成绩袁续写了学
校发展新篇章袁再次向瑞金市人民交出了一张满
意答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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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上
午袁绵塘小学组织
教师开展了野小学
生学习力发展关
键课例 冶 课题研
究袁 通过案例设
计尧 集体研讨袁有
效加深了老师们
对课例的理解袁提
升了教师对教材
解读的能力遥

钟京婷
本报记者刘俊良摄

9月 10日下午袁 一中热烈庆祝第
三十四个教师节袁表彰在上学年中表现
突出的各类先进袁进一步激发教师的职
业荣誉感和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尧 创造
性遥 梁海平

9月 13日袁 瑞金第六中学举行教
龄满 30年的教师座谈会遥 与会老师表
示袁会一如既往关注学校的发展袁为党
的教育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钟玖棋 钟宗玲

八一小学依托腾讯九九公益平台
发起募捐袁意在为学校每一个班级建起
图书角遥此次募捐活动得到家长们的大
力支持遥 聂逸萍

井冈山小学举行了野红烛情深 师
恩难忘冶第 34个教师节庆祝活动遥学生
们向老师表达浓浓的谢意袁感谢她们在
背后无私的奉献时遥 刘素青

9月 10日袁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瑞金分公司成员在黄柏乡
政府领导的带领下开展教师节走访慰
问活动袁为项目沿线 7所学校的 107名
老师送上了节日的礼物与祝福遥

刘启华

怡安希望小学举行了 野快乐起步袁
幸福成长冶 为主题的一年级新生家长
会袁介绍了学校开展的野21天好习惯养
成手册冶尧野四星一杯冶等活动袁并就如何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与家长
们沟通交流遥 朱惠芳 刘志平

绵塘小学举行教师节庆祝表彰大
会袁会议表彰了素质教育先进班级和个
人袁总结了上一学年的教学工作袁布置
了新一学年工作遥 钟红兵

泽覃乡党委政府尧乡教育促进会举
行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袁对上一学年度
泽覃乡小学尧幼儿园尧五中业绩突出的
优秀教师进行表彰袁共计发放教师奖教
金慰问金 67200元遥 陈凌飞

教师节期间袁沙陇村委会为沙陇小
学每位教师赠送电饭锅袁 总价值 1400
元曰同时袁沙陇村乡贤为学校安装两个
自来水水桶袁总价值 2000多元遥钟尚材

9月 11日袁瑞金农发行 13位爱心
人士来到冈面乡上田小学举行扶贫助
学捐赠活动遥此次活动共捐赠学习用具
120多份遥 周苗

9月 12日袁 九堡镇谢村小学举行
了一场庄严而又隆重的一年级新队员
入队仪式遥 六年级的老队员为 33名一
年级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遥 夏明

9月 10日袁 陈埜村外出务工爱心
人士刘海文出资 6000元为陈埜小学购
买了打印机一台袁 改善了学校办公条
件遥 温庆亮

9月 10日袁 安徽在瑞私营业主宋
效辉尧王继青尧程立建在黄柏乡政府的
号召下来到黄坑小学进行教师节慰问
活动袁共捐资 10000元用于改善该校办
学条件遥 周小云

近日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全体教师
齐聚一堂袁开展野庆祝第 34个教师节暨
表彰会冶活动遥老师们载歌载舞袁尽情展
示幼儿教师的风采遥 朱琳

一处独特的风景
阴金穗小学六年级 刘馨慧

在我的教室旁边袁有十几级楼梯通向三楼袁我每天都要从那里
经过袁却几乎不曾认真看过它一眼遥

一天上午袁 老师要带我们去观察这个楼梯袁 我心里犯起了嘀
咕院一个什么也没有的楼梯有什么好看的袁估计除了垃圾袁就只有
灰尘了吧遥 不只是我袁其他同学也是和我一样的想法遥
难道这个楼梯还能开出花来么钥

不看不知道袁一看把我们吓了一跳遥 其中一级楼梯的角落里袁
长着一棵植物袁纤细的叶片疏落地排列在茎上袁竟然真的开出了像
星星一样的白色小花朵遥 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袁我认真地观察期这
个楼梯来袁发现楼梯是灰色的大理石做的袁大约 1.5米长袁50厘米
宽遥 楼梯的缝隙里不只有花袁还长出了一些其他的绿色植物遥 有的
身姿挺拔袁淡红色的茎上只有几片叶子曰有的叶子对称袁像凤凰的
尾巴曰有的叶子上面覆盖了一层小绒毛袁长得实在平凡曰有的就是
几片尖尖的叶片袁是路边常见的野草遥

真是奇怪了袁 这个楼梯是大理石做成的袁 怎么能长出植物来
呢钥 我仔细看了一下它们的根部袁原来这些根扎在青苔上袁而青苔
长在薄薄一层泥沙上面袁这些泥沙是来往行人的鞋底带来袁还有风
雨堆积而成遥 因为青苔不厚袁所以好几棵植物的根部有一截裸露在
外面袁生命力是何等的顽强啊遥 而且要在行人的脚下生存下来袁又
是何等的不容易遥

我数了数袁长在楼梯上的植物有五种袁除了野草袁其他的我都
叫不出名字遥 它们有的独自生长袁其中一个角落长着四种植物袁它
们日日挤在一起袁是不是可以谈天说地袁不会寂寞了呢钥

老师用手机拍下了这些植物的图片袁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袁原来
开着小白花的叫白花蛇舌草袁是一味清热解毒的中药曰叶子像凤凰
尾巴的叫做凤尾蕨袁叶子上有绒毛的叫飞蓬袁这倒是让我意外袁它
的平凡和霸气的名字实在不太相符曰 淡红色的茎上只有几片叶子
的叫做蓼花袁 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蓼花的一首诗院野你也作诗送
老铁袁我也作诗送老铁遥 江南江北蓼花红袁都是离人眼中血遥 冶想不
到这么小小的一棵植物袁承载着如此厚重
的情谊遥

我不禁多看了几眼这个楼梯袁植物们
在阳光和微风中轻轻摇晃遥 在我眼里袁它
现在已经不普通了袁是一处独特的风景遥

愿这里日日有阳光袁 时时有雨露袁也
愿行人继续脚下留情袁照拂楼梯上的这些
小小生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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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祖华奖教奖学金”在瑞发放

四中

举行古诗词笔试大赛
本报讯 渊曾锦华 刘俊新 记者温云高冤 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袁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袁创建良
好的校园文化袁引领学生树立多读书勤学习的目
标袁 同时也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市中小学生
野学习经典诗文袁弘扬优秀文化冶古诗词大赛袁近
日袁瑞金四中举行了古诗词笔试比赛遥
本次比赛袁 该校各班共初选出 60多名选手遥

各个选手在比赛中沉着冷静袁奋笔疾书袁乐在其
中袁 一道道诗文题目带领大家在诗海中遨游袁下
笔如神的答题速度充分显示了参赛选手对诗词
的熟练掌握程度及超常的记忆力遥 经过激烈比
拼袁32名学生进入下一轮现场竞答袁最终第一名
将代表学校出征全市中学生古诗词大赛遥

本次活动给热爱诗词的同学搭建了一个展
现自我的平台袁又让孩子们享受了阅读背诵经典
的快乐袁增强了学校学习古韵文化风气袁为传承
优秀文化尧重温文化古韵尧营造书香校园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