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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深化野两学一做冶尧诵读野红色家书冶
活动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激活红色基因尧传承
苏区精神袁把忠诚尧干净尧担当铭刻在心底里袁从根
本上筑牢抵制歪风邪气的思想根基袁 要坚持正面
引导和警示教育相结合袁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
地用党纪法规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规定约束自
己袁守住廉政底线袁不踩廉政红线袁不碰廉政高压
线遥 要坚持真管真严袁强化党要管党意识袁对干部
真管真严尧长管长严袁横下心来管尧硬起手来抓袁切
实承担起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领导之责尧 学习教
育之责尧监督管理之责尧检查考核之责尧以上率下
之责袁用自己部门尧单位风清气正的野小环境冶来构
筑瑞金山清水秀的 野大生态冶遥 要坚持在抓小尧抓
早尧抓细尧抓实上下功夫袁把该抓的抓好袁该管的管
住遥对干部存在的问题及时提醒纠正袁认真践行监
督执纪野四种形态冶袁让野红红脸尧出出汗冶成为常
态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遥

许锐最后强调袁 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教诲袁拒腐蚀尧永不沾袁清清白白做
人尧干干净净做事袁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袁打好
攻坚战尧实现新作为袁奋力谱写瑞金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篇章遥

三尺讲台是他的人生舞台曰 野甘
作春蚕吐丝尽袁愿化红烛照人寰冶是他
的人生信条曰以心换心袁润物无声是他
的为师之道袁 他就是瑞金四中教师姚
海波袁家长和孩子们心中最喜爱的野波
波老师冶遥

用真心袁播洒爱的种子
俗话说院野育人先育心遥 冶 感人心

者袁莫先乎于情遥 作为一名班主任袁姚
海波总是真心爱护着学生遥 他的爱体
现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上院 帮学生整理衣
领袁学生生病了递上一杯热水袁学生难过
时送上关切的话语袁天气变化时提醒学
生添减衣服噎噎从教 19年袁他对学生总
是给予视如己出的关爱袁因为他始终坚
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粒种子遥

班上有一位小钟同学袁 成绩中等袁
波波老师一直想找个方法激励他学
习袁 经过观察发现每天他总是第一个
到校袁 进入教室后的第一件事是开窗
通风袁然后回到座位自觉看书袁姚海波
觉得机会来了袁 在周一的班会课上表
扬他能为同学们和班级做好事袁 晚上
在班级家长微信群里也表扬他袁 家长
的点赞和鼓励一个接一个袁 同时推荐
为第一期的班级好人榜遥 可是过了两
天袁 姚海波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来到
教室袁发现他和另外 2位同学居然不吃
晚饭在玩野三国杀冶袁在初三紧张的学
习中还有时间浪费袁 姚海波没有训斥

他袁 而是拿出手机给他看老师在微信
群发的表扬信和家长们的点赞袁 告诉
他同学都以他为榜样袁 这样浪费时间
的行为好吗钥 第二天早上姚海波打开
办公室的门发现地上有一封小钟同学
写的道歉信袁 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
承诺会以积极的学习态度努力学习袁
考上理想的高中遥 在接下来的日子袁姚
海波发现他的确是坚持那样做的遥

这些年袁 他总是用这种润物无声的
方式感染着每一届学生袁 用真心去静待
花儿的绽放遥 所以他班上的孩子们总是
团结一心袁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袁在学习上
敢为人先遥他说最大的进步不是跨越袁而
是前进袁尤其是在四中的这些年袁他一直
在引领着大家前进遥 2013年他在四中带
的第一届毕业班考取红都班 4 人袁1人
进入全市前十袁2016届所带班级考取红
都班 7 人袁2 人进入全市前 10 名袁2018
年带领初二年级取得质量检测全市第

一名遥
做真行袁传递合作的理念

野教书有法袁但无定法冶袁正是因为他
这种干一行袁 爱一行的精神促使着他不
断去探索新的方法遥新的模式袁才有着一
届届的硕果满枝遥 而姚海波用坚守的姿
态袁笑看桃李闹春风遥

野教师无法选择学生袁但是可以选择
教育方式遥 冶面对新课改袁姚海波琢磨着
如何更新管理理念遥 在认真借鉴了讲学
练的模式及小组合作学习等各种方法
之后袁 他从教室座位的排放到小组长的
竞选模式袁 从小组合作学习到班级整体
推进袁形成了自己的班级管理新模式院确
定好小组长人选袁分好学习小组袁尽量做
到各层次学生均衡分组遥 为发动组内学
生互帮互助袁 他把小组考核和个人考核
相结合袁制定奖惩条例遥他把每一项考核
都数字化袁把每个小组尧每个成员每天的
表现制成考核表袁每天有记载袁每天有点

评袁每月有奖惩袁每学期结束时学校表
彰的学生名单一目了然袁做到了公平尧
公正尧公开遥 虽然工作琐细了点袁但是
孩子因此学会了合作竞争袁 班级管理
也因此更上一个台阶遥

动真情袁收获有力的后盾
教育艺术的顶峰是心灵交往的和

谐境界袁姚海波重视学生袁也没忘记与
家长取得有效沟通袁用他的话说袁就是
野真情告白冶遥 他利用班级微信群每天
放学后他会把孩子们的进步和家庭作业
等通过微信发送给每一位家长袁 让家长
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袁 清楚晚
上孩子回家后还要完成的学习任务遥 不
让问题积累袁不让矛盾激化遥他把每个小
组的考核记录本都装订成册袁归档保管遥
在与家长沟通和交流时袁 让家长看看孩
子在学校的表现袁然后再针对问题袁共同
探讨解决的办法袁达到有理尧有利尧有据尧
有效沟通的目的遥此外袁他还利用好家校
联系本袁与家长产生情感共鸣遥成立家委
会袁让家长参与班级管理袁邀请家长上主
题班会课袁 组织开展有意义的校外拓展
活动遥 家校形成合力袁教育自然有力遥

近年来袁 他先后获得中学英语高级
教师袁江西省尧赣州市英语骨干教师袁瑞
金市模范教师尧优秀班主任袁赣州市优秀
共青团干部袁 瑞金市优秀命题教师等荣
誉称号遥野波波老师冶袁已经成为瑞金四中
的一张招牌名片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记者日前
获悉袁我省 2019年普通高考网上报
名工作将于 2018年 11月 11日~17
日进行袁具体报名办法及相关要求
将于 9月底向社会发布遥 省教育考
试院专门发布了温馨提示袁以便考
生提前做好各项准备袁顺利完成网
上报名遥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袁提前
准备好居民身份证遥 所有考生在高
考报名时都必须提供本人二代居
民身份证遥 如身份证遗失或将于
2019年 6月 9日前过期的袁考生须
尽快到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袁
考生信息采集工作一般在 10月上
旬开始分批进行遥

及时更新个人身份信息遥 高
考报名时袁 通过二代居民身份证

采集的考生个人信息应与户口簿
一致遥

随迁子女要关注报考资讯遥 外
省户籍学生如不符合我省高考报
名条件的袁须及时关注户籍所在省
级教育考试机构有关高考报名信
息并在规定时间返回户籍所在省
(区尧市)参加高考报名曰在外省就读
的我省户籍学生袁如不符合就读地
随迁子女高考报名条件袁须在规定
时间内回户籍所在县(区)招考办办
理高考报名手续遥

往届考生不能有高校学籍遥 根
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袁具有高等学历
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 (包括成人
教育尧网络教育尧开放教育在籍生)
或已被高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
的学生不得参加高考报名遥 凡涉及

上述情况的学生必须尽快联系招
生学校办理学籍注销手续袁 否则袁
即使 2019年高考录取了也不能注
册新的学籍遥

兼报艺术专业有变化遥 2019
年袁考生兼报艺术类由 2018年的 8
个专业选项精减为 6个选项袁原来
的体育舞蹈和健美操专业不再实
行全省统考袁调整为招生学校进行
校考遥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全省统考
只考笔试袁不再设面试遥

具体报名条件尧程序尧时间尧地
点等以省教育厅公布的 叶江西省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办
法曳为准袁考生可及时关注野江西教
育 网 冶 (http://www.jxedu.gov.cn)尧
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 冶 (http://
www.jxeea.cn)等发布的相关信息遥

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准备期结算工作
即将收尾

本报讯 渊谢勇军冤为顺利推进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袁落实赣人社字也2018页86 号文
件精神袁近期袁我市完成了全市 225个财政全供代
扣的参保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结算
工作遥

此次基金征缴结算工作是全市已参加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的单位袁从 2014年 10月至 2016年 12
月参保期间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袁 结算费用
共计 6227.60万元遥 通过结算袁将及时准确的记实
参保单位职工个人账户袁 维护了参保职工的切身
利益袁 确保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
推进遥

从“心”出发
要要要要要记市优秀教师姚海波

阴本报记者邹婷

荨9月 20日袁 云石山乡黄陂村举行第十届村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袁200多位选民现场听取候
选人发言后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袁投下了神
圣的一票袁选出群众认可的村委会干部遥该乡 13个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将在 9月底全面完成遥

刘婷 本报记者朱燕摄

明年高考学生 11月 11日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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