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9 月 23 日袁 深圳市观玉学雷锋志愿
服务协会尧 深圳市点亮梦想捐书助学慈善
促进会尧 深圳市德善公益促进会等团体一
行 40 余人来到武阳镇武阳小学袁捐赠图书
2000 多册和一大批体育用品尧学习文具袁价
值近 4 万元遥 本次捐赠活动是这几个团体
野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致敬袁 重走长征路
捐书助学万里行冶活动的第一站遥 捐赠仪式
上袁爱心嘉宾还为该校野梦想书屋冶授牌遥

陈尘 陈木林

绎为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袁创
建平安校园袁9 月 23 日开始袁黄柏乡黄坑小
学和直坑小学的村委干部主动配合各自村
小做好校园安全各项工作袁 并在上下学时
间段对接送学生的车辆进行疏导袁 保障学
校安定有序遥 张超 周志坚

绎在举国欢迎祖国母亲 70 华诞之际袁
日东乡陈埜小学开展野祖国我为您骄傲袁我
为您自豪冶主题教育活动袁通过绘画尧演讲尧
唱祖国赞歌等多种形式袁 增强了学生爱国
热情袁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爱国情操遥 温庆亮

绎9 月 20 日袁瑞林初中召开了野做
合格家长袁培养优秀孩子冶家庭教育知
识讲座袁围绕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尧学习
习惯的培养尧家庭品德教育等方面与家
长们进行交流袁分享了教育经验遥

温星 杨建堂
绎9 月 16 日至 22 日是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活动周袁万田乡木瓜小学结合本
校实际袁通过主题班会尧集会尧板报尧微

信推送和承诺签字等形式袁开展主题为
野网络安全为人民袁网络安全靠人民冶的
校园网络安全教育活动遥 钟朝阳

绎近日袁瑞金二中组织召开赣州四
校联考预备会议袁 邀请于都二中尧 宁师
中学尧 赣州四中等学校领导交流经验袁
寻找差距袁研究教改袁进一步促进全校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遥 李剑 朱文梁

绎为做好登革热防控袁九堡镇丰塘
小学利用集会尧班会尧班级微信群等方
式袁对学生及家长进行登革热防控知识
教育袁同时发放宣传单袁做好晨午检袁进
行灭蚊尧消毒遥 黄艳芬

绎日前袁 黄柏中心小学利用集会尧
微信尧宣传栏积极营造活动氛围袁各班
开展主题教育袁介绍上网注意事项及保

护个人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袁并特别强
调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遥 郑清文

绎近日袁2019 年秋统编九年级道
德与法治尧历史学科教师培训在思源实
验学校圆满举行袁200 位老师进一步理
解了新教材的编写原则尧 总体思路尧内
容变化及结构特点遥 朱彩明

绎9 月 19 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开展
了以野网络安全为人民袁网络安全靠人
民冶 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袁提
升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袁 营造安全尧健
康尧文明尧和谐的网络环境遥 夏明

绎拔英中心幼儿园于 9 月 23 日组
织全体教师对校园进行了一次彻底的
清理袁并进行评比袁整个园所焕然一新遥
在劳动过程中袁全园教职工充分发扬一

不怕苦尧二不怕脏的精神袁不放过任何
一个卫生死角遥 经过大家的努力袁整个
园所焕然一新遥 朱艳青

绎9 月 26 日袁瑞林镇水口尧禾塘小
学邀请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对儿童进行
体检袁 并为学校进行全面的消毒灭蚊袁
让孩子健康尧快乐地成长遥 刘强 黄宗宝

绎日前袁金都小学举行了师徒结对
活动暨野青蓝工程冶启动仪式袁发扬老教
师传帮带作用遥 赖桂萍

绎大柏地乡院溪小学组织开展了
野祖国发展我成长冶主题活动袁让少先队
员知国情尧明己任袁爱党尧爱祖国尧爱家
乡袁 了解我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
成就袁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遥

王玮 雷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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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袁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作出了基础性尧全局性尧先导性贡献袁总体
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袁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
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遥

70 年教育事业发展进步袁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遥 抬高底部尧缩小差距尧提升质
量袁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尧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遥

今日中国袁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袁让每个
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袁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袁
而是最真切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看袁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遥2012 年袁国务
院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袁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认定制度袁截至 2018 年底袁已有 2717 个县
级单位通过评估认定袁占比 92.7%遥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袁许多农村学校成为
当地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遥

看袁困难学生平等接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遥 以
政府为主导尧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袁覆盖从学前至
研究生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建
立遥2007 年至 2018 年袁全国累计资助从学前教育到
高等教育等各阶段学生渊幼儿冤9.7 亿人次渊不含义
务教育阶段野两免冶和营养膳食补助冤遥 农村学生营
养健康水平得到提升袁 截至目前袁 共有 29 个省份
1631 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袁 受益学生达 3700
多万人遥

看袁特殊教育实现更快更好发展遥 残疾学生受
教育机会不断扩大遥 2018 年袁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
校 2152 所袁比 1953 年的 64 所增长了 32 倍遥 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方式更加多样袁以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为主体袁以特殊教育学校为
骨干袁以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已基
本形成遥

看袁贫困地区与农村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
育机会显著扩大遥2012 年以来陆续启动实施面向农
村和贫困地区考生的国家专项尧地方专项和高校专
项三个专项招生计划遥 三个专项招生计划规模从
2012 年的 1 万人增至 2018 年的 10.38 万人袁 累计
达到 47.84 万人袁 初步形成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遥

看袁 少数民族学生接受优质教育机会逐步扩
大遥 保障少数民族学生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袁
绝大多数毕业生回到家乡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
量遥

教育是国之大计尧党之大计遥 70 年教育事业发
展进步袁培养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
坚实的人才之基遥

教育是民生之本尧强国之基遥 70 年教育事业发
展进步袁 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遥
抬高底部尧缩小差距尧提升质量袁亿万孩子同在蓝天
下共享优质教育尧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遥 张丹峰

喜迎国庆 致敬祖国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陈盛
昌冤国庆节前夕袁瑞金三中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袁庆祝伟大祖国母亲 70 华诞遥

该校几天前在校门上方就悬挂好了
野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
巨大宣传条幅和 3 个大型灯笼袁积极营造
了喜迎国庆的良好氛围曰9 月 27 日隆重举
行了升旗仪式袁并举办了野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冶 暨校园合唱节优秀
节目展演袁全校师生唱响了高亢奋进的颂
歌袁以诚挚的热情为祖国送上了深情的祝
福袁用歌声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曰各班级
通过开展主题演讲尧网上签名寄语尧与国
旗合影尧国庆主题板报评比尧召开主题班
会尧观看爱国题材影片等多种形式袁培养
学生爱党爱国情怀袁引导学生们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生航向袁为实现中国
梦努力学习尧奋发向上遥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教育事业发展步履铿锵

三中开展
多彩活动庆国庆

为庆 祝 中
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袁9
月 26 日袁 瑞林
镇上芫小学举
办了 野歌唱祖
国袁 情驻校园冶
野向国旗敬礼冶
等系列活动袁增
强了师生的民
族自豪感袁抒发
了全体师生热
爱党尧热爱祖国
的豪迈情怀遥

刘玉平
丁浩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