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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学围棋
阴刘翌成渊解放小学冤 指导院张桂英

我 3尧4岁时爸爸就教我围棋袁 可是爸爸也
是个菜鸟袁没有教出什么名堂来遥上幼儿园大班
的时候袁几个好朋友都学了围棋袁我也想和他们
一起学习袁妈妈就带着我到瑞金棋院报了名遥从
此袁我走进了围棋的神奇世界,爱上了围棋遥

在棋院袁我学到了很多的基础知识袁知道了
神奇的野气冶袁气多的棋子更安全袁如果对方的棋
只剩下一口气了袁就可以野提冶曰掌握了野尖冶尧
野跳冶尧野小飞冶尧野大飞冶等基本着法曰懂得了如何
判断死棋和活棋等等遥 我还学会了下棋前后双
方行鞠躬礼和优雅地落子等礼仪遥

围棋是一项很需要开动脑筋的智力游戏袁
非常能够锻炼我们的观察和思考能力遥 老师讲
得很对袁 学习围棋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尧 更坚
强尧更文明浴

去年冬天袁我参加了全市野体彩杯冶少儿围
棋大赛遥比赛很激烈袁高手很多袁我没有拿到奖遥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袁 妈妈安慰我说院野下围棋就
像打仗一样袁有输有赢袁没有常胜将军袁胜负乃
兵家常事遥对待比赛要有一颗平常心袁输得起才
能赢遥要从比赛中吸取经验教训袁这比比赛本身
更重要遥 冶我觉得妈妈的话很对袁心里好受多了遥

在家里袁我会跟爸爸一起下棋遥 以前袁我不
是他的对手袁现在袁他下不过我了浴

我们下棋的时候袁妈妈就在一旁观看学习遥
她以前一点都不懂袁现在能看懂一点了遥有时候
我也会跟妈妈一起下袁我一边下袁一边教她遥 妈
妈说我教她下围棋的时候袁真像一个小老师袁可
爱极了遥

等我弟弟读幼儿园了袁我也会教他学围棋袁
希望他也像我一样爱上围棋遥

小朋友们袁快来跟我一起学围棋吧浴
渊一等奖冤

围棋是我的好朋友
阴刘子丞渊金都小学三渊4冤班冤

幼儿园毕业的那个暑假袁 妈妈问我想学什
么钥我说袁我想学跆拳道尧舞蹈尧游泳......妈妈说袁
你那么调皮好动袁我带你去学围棋吧袁围棋可以
让你安静一点遥 就这样袁我进入了瑞金棋院袁认
识了围棋这个好朋友遥

刚去下围棋时袁我是菜鸟袁经常输棋袁谁都
可以赢我遥有一次下棋袁我先布局袁对方来挂角袁
我不知道怎么下袁就继续布局袁对方三两下就把
我的角夺了袁我去防守袁但他挖的角越来越大袁
一下子就把我的边角挖完了袁 我很快就输了这
场比赛遥 输棋的滋味可不好受袁我很想哭遥 那次
比赛后袁我发誓袁我要认真学围棋袁我要赢他们浴

我上课不再东张西望袁认真听老师讲课袁每
天在电脑上下 10盘围棋袁每天做一些题目遥 谁
能赢我袁谁比我强袁我就找谁下棋遥慢慢地袁我下
棋越来越好袁 我可以赢很多以前我觉得很厉害
的小朋友遥

在这种飘飘然的状态下袁我迎来了 2018年
瑞金市野体彩杯冶围棋赛遥我过五关斩六将袁轻松
连胜进入第六轮遥 第六局开局袁我的布局很好袁
我得意洋洋遥 到了中盘袁对方用了一个大倒扑袁
吃了我 30多个子袁又全力进攻我的空袁我一时
没看到袁又让他冲进了我的地盘袁把我杀了个措
手不及袁最后白 189对黑 172袁我执黑棋大败遥我
当时就蒙了袁呆呆的袁头脑一片空白遥 我努力使
自己静下来袁迎接第七场比赛遥我安安静静地坐
着袁认真思考袁小心布局袁周围的嘈杂吵闹声袁我
都听不见了袁 完全进入了比赛遥 功夫不负有心
人袁我赢了第七局遥最后袁因为我的得分最高袁有
惊无险地赢得了少儿乙组第一名遥

这次比赛让我明白了院 山外有山袁 人外有
人袁不能骄傲袁要走好每一步棋袁走稳每一步棋遥

渊二等奖冤

绎近日袁市科教体局举行野喜
迎建党 98周年 讲述党员好故事冶
比赛袁旨在通过感人肺腑的红色故
事带动人尧引导人袁牢记宗旨作表
率袁立足岗位当先锋遥 赖舒迪

绎瑞金二中组织全校教职工
开展两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工作袁参
加体检的教职工有 370多人袁每人
将进行价值 341援7 元的相关体验
项目袁如验血尧胸透尧心电图尧彩超
等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5月 27日袁八一小学各班利
用班会课开展野防雷电安全冶主题
班会袁组织全体学生学习预防雷电
袭击的知识袁提高学生的防雷电保
护意识遥 朱军华

绎近日袁 为了进一步弘扬崇高
的师德风范袁激励全体教师更好地
爱岗敬业尧教书育人袁冈面下龙小
学积极开展了野四有冶好老师主题
教育故事分享活动遥 钟勇

绎近期袁武阳中学多措并举加

强恶劣天气安全教育袁确保学生的
人身安全遥 该校通过晨会尧主题班
会尧校园广播等多种形式袁讲解防
暴雨尧防雷击尧防冰雹和注意雨天
路滑等安全知识遥 杨慧 邹华南

绎近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开展
了以野抵制邪教袁构建和谐冶为主题
的反邪教宣传教育宣传活动遥增强
全校师生对邪教罪恶本质的认识袁
进一步加强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
意识袁营造积极向上尧健康和谐的
校园环境遥 夏明

绎井冈山小学于 5 月 23要24
日开展了青年教师无生模拟课堂比
赛袁分为语文尧数学尧英语三个组别袁
各组评委逐一对选手进行点评袁对
课堂效果进行了研讨总结袁 对课堂

的重难点尧环节的设置尧教师主导性
等多方面进行剖析遥 毛莉萍

绎5月 28日袁怡安希望小学邀
请市交管大队的民警来校袁 开展主
题为野畅行安全路袁快乐六一行冶的
安全教育活动遥民警通过知识讲座尧
播放动漫视频尧互动问答等形式袁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安全出
行课遥 王俊均罗剑平王永明

绎5月 20日上午袁叶坪新华希
望小学举行了以 野提笔写经典袁墨
香满校园冶的书法现场赛遥 每班通
过初赛选出四名选手参加比赛袁分
硬笔和软笔两大赛区袁评委老师从
书写姿势尧笔画和作品布局等多方
面公平尧公正评估袁评选出各学段
一尧二尧三等奖遥 谢远金

绎为打造亮丽的校园环境袁提
升学校管理品位袁日前袁黄柏中心
小学斥资近 20000 元为校内绿化
带重植草皮袁安装漂亮围栏袁给教
学楼尧 综合楼墙裙换上了新装袁学
校面貌焕然一新遥 刘启华

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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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王道东谢海军记
者陈盛昌冤近日袁瑞金三中组织
高三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趣
味高考减压活动袁 以缓解高三
年级学生备战高考的压力袁提
高学生身心素质袁 丰富学生课
余文化生活遥

每天课前三分钟高三各

班齐唱 叶我相信曳 等励志歌
曲曰 上午课间各班组织一次
20 人以上的大跳绳活动曰下
午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在
运动场跑步袁大声呼喊野我能
赢冶野我必胜冶等口号曰体育课
由老师带领组织学生爬山渊城
北龙珠寺冤曰开展野谁怕谁冶拔

河比赛和野铭记此刻袁相祝前
程冶照相活动曰学校心理教师
为高三学生开展心理疏导讲
座等遥

系列活动旨在帮助高三学
生放松心情袁释放压力袁调整心
态袁使学生以一颗自信尧平常尧
轻松的心去迎接高考遥

一中

表彰年度最美教师
本报讯 渊梁海平 记者温

云高冤5月 27日袁 瑞金一中召
开 2018-2019学年度最美教师
表彰大会袁授予 20 位老师野年
度最美教师冶荣誉称号遥

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袁校
领导为年度最美教师颁奖遥 这
些老师发扬野捧着一颗心来袁不
带半根草去冶的园丁精神袁爱生
敬业袁严谨治教袁甘为人梯袁业

绩突出袁 展现了新时代教育工
作者的风采遥 年度最美教师代
表苏志恩尧杨祖华尧黄润福三位
老师作了事迹报告袁令人感动遥
与会教职工们纷纷表示袁 要以
身边的野最美教师冶为榜样袁从
他们的事迹中汲取力量袁 砥砺
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进
取遥

校长刘志华作总结讲话袁

首先向荣获年度最美教师称
号的老师表示祝贺 ,要求全体
教职工进一步 野端正思想袁提
高认识曰 心怀大爱袁 热爱教
育曰 弘扬师德袁 为人师表曰钻
研业务袁 增强本领冶袁 积极引
领每一位学生走向灿烂的未
来袁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
汇报袁 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遥

三中

减压放松迎高考

遗失
声明

绎瑞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遗失人
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 袁 账号 :
1510207509000038971袁 核 准 号 :
J4296000564002,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持有的机构信用代码
证遗失袁证号院B2036078100056400Z袁特此声明遥
绎九堡百姓商场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袁 证号院

36210219731028367X02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毅持有的初中教师资格证书遗失袁 证号院

20133601232000410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好再来餐厅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

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 :1510018209027014568袁 核准号 :
J4296000616601,声明作废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19年 6月 19日

至 2019年 7月 1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江西瑞金经济技术
开发区 E1-03地块尧江西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 H-
06-1地块等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详情查阅
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网址院
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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