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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文科教学袁2016年
吴淞中学改造了 26 间小教室袁
成立了人文类研究型课程基地
野观澜书院冶遥 目前书院有 28位
导师尧26 间工作室尧32 门课程遥
所有的工作室都实现了个性化
布置袁显示出浓浓的人文气息遥

相关研究性学习课题及相
关课程袁近年来在实践中不断摸
索袁不断拓展内容遥 以野观澜书
院冶作为平台袁与学生走班制的
选修课程尧 社团课程相结合袁学
校鼓励学生从身边事物出发袁选
择贴近生活并且自己感兴趣或
者擅长的领域进行研究遥贴近自
身生活尧立足本地文化尧力争有
益于社会进步袁是吴淞中学学生

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基本底色遥
上海市第 33届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得主要要要高三年级的
邱阅与邢润杰两位同学将目光
聚焦在有关野新媒体时代背景下
上海老字号食品品牌的线上营
销状况研究冶遥 他们关注院上海的
老字号食品品牌有哪些钥 品牌营
销与影响力的情况如何钥 在新媒
体时代下其营销转型的可行途
径是什么钥 他们对上海市 50家
老字号食品品牌进行了长达一
年的调研袁 发放近千份问卷袁与
老字号实体店的顾客与员工进
行多次深度访谈袁针对以前运营
情况与现在进行对比分析袁并最
终给出了信息时代振兴老字号

食品品牌的建议遥
2018年袁吴淞中学有百余名

学生参与了 60余项研究性学习
课题遥 在年终展示活动中袁叶关于
上海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失调对
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影响曳 的主
题提案在校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袁
还有一些课题形成了较为完整深
入的研究报告袁 包括院叶上海外卖
小哥生存现状调查研究曳叶网约工
权益保障灰色地带的调查与研
究曳叶上海野带癌生存冶的群体愈后
生活状况调查与研究曳袁等等遥

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社会
实践袁 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袁
更培养了他们公共参与和责任
担当意识遥 张静芳

广大市民朋友们院
为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袁提升公共场所卫生质量袁保
障公众健康袁2018年我市对重
点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实施了卫
生等级评定工作遥 现将评定结
果公示如下院

一尧A级单位渊8家冤院
1尧维也纳大酒店曰2尧星洲

湾大酒店曰3尧海亚大酒店曰4尧铂
林大酒店曰5尧瑞金大酒店曰6尧富
豪汇娱乐会所曰7尧 锦绣东方会
所曰8尧映山红国际影城

二尧月级单位渊员怨家冤院
1尧瑞金宾馆曰2尧康莱博大酒

店曰3尧中山大酒店曰4尧沃尔顿大
酒店曰5尧恒峰酒店曰6尧金和大酒
店曰7尧美瑞欧大酒店曰8尧瑞景大

酒店曰9尧升步高酒店曰10尧富华大
酒店曰11尧瑞金饭店曰12尧红五星
大酒店曰13尧郎庭娱乐曰14尧星光
大道量贩式音乐会所曰15尧 步步
高玛特曰17尧 秀艺美发店曰16尧苏
尔玛购物广场曰18尧 云月瑶足浴
城曰19尧泰仕公馆沐足养生汇

三尧C级单位渊31家冤院
1尧博文酒店曰2尧温和精品

酒店曰3尧维纳斯大酒店曰4尧天悦
酒店曰5尧叶坪宾馆曰6尧金宏豪泰
国际酒店曰7尧金宏大酒店曰8尧奥
克兰大酒店曰9尧 长征大酒店曰
10尧红井大酒曰11尧红都大酒店曰
12尧京里大酒店曰13尧新步步高
时尚大酒店曰14尧红都名媛美容
会所曰15尧 伟珍美容养生会所曰
16尧 艾沙龙美容美发店曰17尧泫

雅名媛美容会所曰18尧圣宫养生
会所曰19尧 维纳斯休闲娱乐中
心曰20尧兴水玲隆足浴会所曰21尧
凤宫足浴城曰22尧益足堂足浴会
所曰23尧 家和富侨保健养生会
所;24尧行之堂足浴城曰25尧星皇
假日娱乐城曰26尧东方魅力娱乐
会所曰27尧凯乐迪歌厅曰28尧大润
发曰29尧 国光超市曰30尧 大地影
院曰31尧星洲国际影城

下一步袁 我局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野两城同创冶工作的
相关要求袁 继续深入推进公共
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动态监
测管理袁 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袁切实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遥
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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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瑞金市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卫生等级情况公示

短波
绎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袁瑞金二中由校长尧

书记带头袁 组织行政人员分为 10组对学校 85位
退休教师进行走访慰问袁与退休教师亲切交谈袁向
他们汇报近年来学校取得的成绩袁 并认真倾听退
休教师的宝贵意见遥 最后袁慰问组为退休教师们送
上了新春的慰问金和祝福遥 刘燕玲 肖玲

绎为了让退休老教师尧 困难教职工过一个祥
和尧快乐的春节袁近日袁武阳中学开展了节前慰问
退休老教师及困难教职工活动袁 给他们送去了学
校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遥 邹华南

绎黄柏中心小学根据教学管理尧党建尧德育尧
安全及电教尧 营养餐管理等工作要求袁 对本乡 10
所小学开展学期综合工作督导评估袁 进一步掌握
了一学期来各校的工作情况袁 为下学期工作部署
采集必要的信息遥 刘启华

绎1月 26日袁瑞林初中邀请北大学子郭振宇尧
赖拥庆袁清华学子钟亮金回母校作学习讲座遥

三位学子一一诉说了对母校的依恋之情袁给
九年级学生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史袁 分享了各自的
学习方法和技巧遥 校长苏剑生在总结时希望毕业
班的学生学习清华北大学子的先进经验袁 努力出
好成绩遥 林六生 曾奇慧

绎在寒假即将来临之际袁 井冈山小学开展了
寒假前安全教育系列活动遥 谢校长通过校会对全
校学生进行寒假安全教育和春节森林防火教育袁
各班利用主题班会尧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袁
广泛宣传交通安全尧用电安全尧森林防火安全等遥

丁晓宁

绎近日袁 九堡镇谢村小学教师放弃假期休息
时间袁有目的尧有计划尧有重点地开展了野万师访万
家冶的家访活动遥 教师们克服重重困难袁采取野电话
预约尧逐个登门冶的方法袁一家一户去家访袁了解孩
子的家庭情况袁 和家长共同交流探讨孩子的教育
问题遥 夏明

绎为让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尧 快乐尧 健康的寒
假袁 冈面乡下龙小学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假期
安全教育活动袁让学生对安全尧健康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袁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和卫生意识遥 钟勇

1月 27日袁 九堡镇党委政府与九堡教育发展促进
会相关人员袁 带着新年的祝福一起走访慰问全镇中小
学贫困师生袁 慰问了困难教师 4名袁 贫困中小学生 20
名袁共送去慰问金 28000元袁用实际行动关爱师生促发
展袁情系教育暖人心遥 钟建军 本报记者温庆本摄

寒假来临袁市
教育局指导全市
各校开展野万师访
万家冶活动袁推动
构建和谐的家校
关系尧 师生关系袁
促进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的有效
衔接袁增进家长与
学校尧教师的沟通
了解袁 形成学校尧
家庭尧社会三位一
体的育人合力遥图
为拔英乡荣新小
学教师家访活动遥

曾敦茂

“研究性学习”实现德育渗透

本报讯 渊胡美芳 记者袁南
军冤1月 26日袁休业式刚刚结束袁
金都小学随即组织全体教师走
进学生家庭袁开展野万师访万家冶
活动遥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袁各班
级家访覆盖率均达到 100%袁其
中留守儿童家庭尧 单亲子女家

庭尧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家庭尧残
疾学生家庭尧学习困难家庭尧经
济困难家庭尧 心理和学业有重
大变化的学生家庭等七类家庭
全部进行了登门家访袁 并为每
一位学生都建起详细家庭生活
档案遥

家访过程中袁老师与家长

围绕家庭教育 尧 孩子在校学
习情况 尧 性格特点等话题进
行深入交谈 袁 找寻教育最佳
方法 遥 金都小学领导班子成
员则带上学习用品 袁 走访部
分贫困学生家庭 袁 让孩子们
感受到来自学校和老师的关
爱和温暖遥

金都小学抓实“万师访万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