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 增强防火意识
绎随着一阵急促的消防警报声袁全体教

师立即就位袁全体学生在老师的组织下捂住
口鼻袁弯着腰袁按既定的逃生路线袁有秩序地
从教学楼迅速撤离到操场上的指定位置袁11
月 6 日袁黄柏乡黄坑小学开展野119冶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袁给全体师生普及了防火尧灭火
常识以及逃生自救常识遥 张超

绎11 月 6 日袁 九堡镇羊角小学开展了
野消防情系你我他袁预防火灾靠大家冶校园防
火安全主题活动遥 通过此次活动袁师生们更
好地了解了消防安全知识袁增强了消防安全
意识袁提升了在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
和自救互救能力遥 杨雨强

绎野11.9冶前夕袁黄柏乡直坑小学做足消
防安全功课袁 对学校的灭火器全部更新袁教
授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并开展操作演练袁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等遥 刘启华 周志坚

绎为进一步增强孩子的消防安全意识袁
增强自护自救能力袁11 月 6 日袁 九堡镇谢村
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遥 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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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面乡沙排小学张尚德持有的小
学语文江西省专业技术职务 渊岗位冤聘
任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朱贱华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210219830715203233袁特此声明遥

黄天长生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
号院36210219671118631522袁特此声明遥

阙秋生持有的证号为 2309 号房屋
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象湖镇胜利路冤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9402232015 号渊潘雄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因我市瑞金大道红都大桥维修加
固施工袁 导致部分过境大货车进入中
心城区袁给金都大道彩虹桥尧红都大道
瑞金大桥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遥 为进
一步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袁 消除安
全隐患袁 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袁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袁禁止大货车全
天候进入中心城区袁 过境大货车请从
瑞金大道绕行遥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院

一尧禁止通行时间院在原来 07:00-
21:00 禁止大货车进城的基础上袁增加

21:00 至次日 07:00 禁止大货车进城遥
二尧禁止通行道路院瑞金市中心城

区渊瑞金大道以内冤全部道路遥
三尧对违反规定的 ,电子监控会自

动抓拍袁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九十条尧
叶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曳第八十七条第一项之
规定袁 处以 200 元罚款袁 记 3 分的处
罚遥

四尧因市政工程尧城市建设及其它
应急需要进入中心城区的大货车袁须

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 野大货车临
时通行许可冶袁并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
通行遥

五尧 待红都大桥维修加固工程结
束后袁 大货车城区通行时间和路线另
行公告遥

六尧21:00-次日 07:00 大货车违反
规定进城启用电子监控抓拍时间院
2019 年 11 月 18 日 0 时起遥

特此公告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 年 11 月 8 日

关于禁止大货车进城及车辆绕行的公告 遗失声明

1998 年袁我的班级初一渊4冤班袁
60 余人袁学生来自各村小学袁其中
有一位学生的违纪行为很明显袁东
东渊化名冤袁男袁每天受到老师的批评
和学生的举报遥

某一天体育课袁 全班学生都在
操场训练袁他趁人不备溜回教室野报
仇冶袁破坏班干部的学习用品袁撕毁
他人课本袁 并顺手把几个同学的钢
笔据为己有袁 然后返回操场上体育
课遥 后东窗事发袁他自己觉得野没脸
见人冶袁第二天开始没有来上课遥

教室似乎安静了许多袁不少同学
也幸灾乐祸遥 东东的离开虽然有了
野更好冶的班级纪律袁但是袁出于教书
育人的使命袁 我总是觉得少了点什
么遥于是袁我骑着自行车登门家访遥东
东在前面带路袁走近野家门冶袁我很诧
异袁这是野祠堂冶袁怎么是他家呢钥

原来袁 东东是一位非常可怜的
孩子遥 他八岁丧父袁母亲外出袁兄妹
三人袁 皆由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抚
养袁一家老小寄居厅堂袁家徒四壁袁
仅有几亩薄田袁家庭经济非常拮据遥
爷爷奶奶忙于农务袁 缺乏对孙子的
管理教育袁任其自由成长袁于是袁年
少无知的东东在学校里读书困难袁
违纪不断袁 没有家庭的温暖和同学
的友爱袁于是他选择了辍学遥

此情此景袁 我深知东东的过错
情有可原袁令人怜悯遥于是我劝其跟
我返校读书袁 答应他在同学面前为
其正名遥经过爷爷奶奶的苦诉袁东东
含着眼泪回到了学校袁 重新开始了
他的读书生活遥

回到班里袁 我马上召开主题班
会袁接受东东的悔过道歉袁他向全班
同学承诺以后将遵规守纪袁 一定会
为班级增光添彩袁 赢得了同学们的
热烈掌声遥我于是趁热打铁袁安排他
担任副班长袁 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
管理事物袁东东欣然接受袁有点受宠
若惊遥

第二天开始袁东东一大早起床袁
主动打扫教室和整洁区袁 整理教室
课桌袁 坐在教室门口负责点名值日
工作遥这一改观袁让同学们都刮目相
看遥 后来袁我于是把自己的爱好野书
法冶传授给他袁每天教他写毛笔字袁
帮他启蒙袁 他也非常刻苦袁 进步很
快遥 据说毕业后成为了他们村里的
野第一支笔冶袁每逢年节喜事袁都要请
他挥毫泼墨呢遥

第二学期袁 我又推荐他做学生
会干部袁负责全校的卫生检查工作遥
他二话没说袁尽职尽责袁不仅检查督
促袁还亲手帮助各班扫地袁赢得了全
校同学的好评遥某天袁学校女厕所严

重堵塞袁东东挺身而出袁主动请缨袁
借好工具袁不怕脏袁不怕臭袁一个上
午的时间袁终于疏通袁并提水冲洗完
毕曰此时袁东东已经全身湿透袁浑身
异味袁但他没有一声怨言遥 事后袁全
校老师对其竖起来大拇指袁 校长还
特别买了一套新衣服给他袁 并奖给
他 50 元钱遥

鉴于他的优秀表现袁读初二时袁
他当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遥 他犹如
一位野学校雇员冶袁每天早上催促学
生起床袁检查卫生袁晚上管理就寝纪
律曰 帮助老师打开水袁 帮女老师提
水袁组建学校篮球队和学生护校队袁
是当时学校管理的一股强劲力量遥

中考结束了袁 我推荐他去学习
野电焊冶袁学一门技术袁受益一生遥 皇
天不负有心人袁 东东靠着自己勤劳
的双手袁凭着高尚的人品袁很快就初
露端倪遥 2008 年在城里买了房子袁
2009 年喜结连理袁2011 年买了车
子袁2013 年在老家改建新房袁 带着
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一起过了幸福
的生活遥

我是他的老师袁 但他习惯叫我
野师傅冶袁每次回到家里袁一定会带着
要好的同学来到我家袁泡好茶袁一边
品袁一边聊遥 我们之间袁不是单纯的
良师益友袁应该说是莫逆之交吧浴

11 月 3 日袁
市红都义 工 联
合会 志 愿 者来
到九堡镇 沙 陇
小学 看 望 留守
生遥 志愿者和孩
子们玩游戏袁进
行环保知 识 有
奖问答尧垃圾分
类知识宣传等袁
并给 留 守 孩子
送来了各 种 学
习用品袁让孩子
们感 受 到 了浓
浓的爱遥
钟尚材 钟佩良
记者温庆本摄

绎11 月 l 日至 2 日袁瑞金二中隆重举行了第
二十六届田径运动会袁 参赛运动员们充分发扬
野更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体育精神袁充分展现各自体
育特长袁 实现了 21 人次破 9 项校运会纪录的佳
绩遥 罗颖异 朱琪

绎近日袁瑞林镇保卫小学组织开展了以野预
防未成年人性侵害冶为主题的防性侵课堂教育活
动袁通过向学生讲解性侵害的种种表现和具体案
例袁引导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遥 钟书恒

绎近日袁九堡镇小陂小学开展了农村留守儿
童家庭教育讲座袁指导家长们掌握家庭教育的方
法袁提升家庭教育素养遥 江辉

绎11 月 1 日袁 由实事助学基金会捐赠的学
生课间营养餐试点工作在大柏地乡中心小学尧院
溪小学正式启动实施袁每生每日资助 4 元袁提供
一杯牛奶尧一个鸡蛋及面包等小食品遥

杨桂芝 蔡升权
绎11 月 4 日袁井冈山小学开展了以野女生自

我保护冶为主题的健康讲座袁加深女同学对自身
身体的认识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尧尊重别人的
隐私袁并且学会防止性骚扰尧性侵犯遥

胡水发 杨娟青
绎近日袁日东乡黄竹小学开展了野采食野果袁

谨防中毒冶的主题安全教育活动袁让学生充分了
解桐油籽及其它不明野果的毒性袁以及误食后的
急救知识遥 管越玲

绎近期袁泽覃乡石水小学开展了一系列关爱
教师活动袁与教师谈心谈话袁缓解教师的精神压
力袁为教师送生日祝福袁让教师感受到集体温暖遥

刘勇情
绎近日袁 沙洲坝镇杉山小学通过宣传橱窗尧

黑板报尧班会等形式袁宣传对结核病的防治知识
和有关防治政策袁全面提高广大师生结核病预防
能力遥 钟小林

从良师益友到莫逆之交
要要要我的教育初心故事

阴杨荣县渊瑞金市第四中学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