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 2020 年中小学
教师招聘工作安排出炉

近日袁省教育厅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下发通知袁对 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
作出安排遥 据悉袁与往年相比袁2020 年中小学教师
招聘工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变化院

一是招聘考试时间提前遥2020 年 2 月下旬发布
招聘公告袁3 月初网上报名袁3 月底全省统一笔试遥

二是命题依据新修订的叶江西省中小学尧幼儿
园教师招聘考试大纲曳渊2019 年修订版冤袁该大纲电
子版已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江西教育网发布遥

三是调整了音体美教师岗位笔试和面试成绩
占比袁 从往年的各占 50%调整为各占 40%和 60%遥

黄耀康

我省首批援疆支教教师凯旋
2019 年 12 月 29 日袁 赴新疆阿克陶县支教的

我省首批 165 名援疆支教教师圆满完成支教任
务袁从新疆凯旋遥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尧省教育厅总
督学曹伴好出席欢迎会并讲话遥

援疆支教教师们表示袁 成为一名援疆支教教
师非常自豪袁在支教的同时也收获了成长袁必将成
为人生一次难忘的历练经历袁在今后的工作中袁将
继续发扬援疆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袁恪尽职守袁做一
名优秀的人民教师遥

据悉袁 首批江西援疆教师是省教育厅通过层
层选拔袁遴选出来的政治上过硬尧业务上精湛尧能
力出众的全省各地的优秀教师遥 他们当中本科学
历尧中级以上职称的占 92%袁高级教师占 21%袁还有
管理经验丰富的校长 10 名袁中层以上干部 17 人遥
他们在阿克陶县雪松中学尧梧桐中学尧实验小学等
六所中小学开展学科教学尧班级管理尧学校管理尧
教科研指导尧校园特色建设等方面工作袁出色完成
了援疆支教任务遥 罗运锋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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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405104232
号渊钟海山冤身份证遗失袁住址院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
八一路绵江小区 B2 栋 602 号袁特此声明遥

野瑞金市壬田镇青龙小学冶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绵江林场农业队农田拟对外招租袁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院

1尧出租农田地点曰泽覃乡南坑口农业队
岭下片遥

2尧出租农田面积院20.77 亩遥 其中鱼塘约
13 亩遥

3尧租赁要求曰租赁期不超过 15 年遥
4尧 租赁费用院 每亩租金不低于 200 元/

年遥 租赁保证金 1000 元渊不计利息冤遥
5尧报名时间院2020 年 1 月 3 日至 9 日遥
6尧报名方式院
绵江林场地址院泽覃乡明星村铁炉下遥
联系电话院2326766
联系人院杨小毛手机院13707022355

瑞金市绵江林场
2020 年 1 月 3 日

绎2020 年新年来临之际袁
瑞金二中开展了气排球比赛尧
两人三足接力赛尧野不忘初心 砥
砺前行冶 师生迎新晚会等一系
列文体活动袁活跃了校园气氛袁
丰富了师生生活遥 肖玲 燕玲

绎2019 年 12 月 31 日袁日
东乡沿岗小学举办元旦文艺汇
报演出袁 进一步拉近师生情谊袁
丰富了学生课外活动内容遥刘玲

绎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大
柏地乡院溪小学举行野庆元旦尧
迎新年冶才艺展示活动遥同学们
精心准备的歌舞节目博得阵阵
掌声袁校园里充满欢声笑语遥

王玮 雷瑞华
绎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在

这辞旧迎新之际袁 九堡镇沙陇
小学野放飞梦想袁幸福成长冶庆
元旦迎新年联欢会精彩上演遥

师生满怀对新一年的憧憬欢聚
一堂袁用喜庆的歌儿袁欢快的舞
蹈来欢送满载收获的 2019 年袁
迎接充满希望的 2020 年遥

张尚材
绎欢声逛游园袁 笑语迎新

年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袁
冈面乡竹园小学师生举行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庆祝 2020 元旦遥

黄冬林

绎2019 年 12 月 31 日袁野江中食疗袁助力健康冶
扶贫捐赠物资发放活动在瑞林中心小学举行袁该
爱心组织为全校每一位孩子捐赠了一盒猴菇饼
干袁价值 4 万余元遥 罗华林

绎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袁提升教师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的能力袁 日东乡陈埜小学组织全体教
师进行了教学通 2.0 培训遥 杨小燕

绎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 绵塘小学召开了第三
届家长委员会袁进一步密切家校联系袁加强家校沟
通遥 张亿玫 金红

绎为了进一步提升各校教师信息技术水平袁
2019 年 12 月 24 日袁九堡镇中心小学分片组织野赣
教云教学通 2.0 的应用冶培训活动遥 夏明

绎2019 年 12 月 27 日袁 江西省红十字协会向
武阳镇武阳小学学生捐赠了 226 本叶近视防控知识
读本曳袁普及爱护眼睛知识袁减少学生的近视率遥

王小林 陈木林
绎近日袁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一行来到黄柏

乡瑞律小学袁举行野净水瓶冶发放仪式遥 干净的水袁
火热的心袁 叔叔阿姨们的善心义举让同学们喜笑
颜开遥 杨斌

近日袁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
叶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袁明确
从六方面发力 野坚决遏制沉迷袁保
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冶袁 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遥

人的内心如果不种鲜花袁就会
生长杂草遥 青少年阶段是个人学
习生活发展的重要阶段袁 而网络
游戏成瘾就像是杂草袁 在侵入青
少年生活世界的同时袁 也给家庭
和社会发展蒙上一层阴影遥 2018
年袁 网络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
织正式列入野成瘾性精神障碍冶的
精神疾病范畴袁其相关症状包括院
无节制沉溺于游戏袁 因过度游戏
而忽略其他兴趣爱好和日常活
动袁 明知会产生负面后果却仍沉
溺其中等遥 由此袁如何有效地引导
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特别是网络游

戏产品袁促进他们健康成长袁已成
为重要时代课题遥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袁 需要
全社会群策群力遥 研究表明袁青少
年往往由于现实情感补偿与发
泄尧 人际交往与团队归属和成就
体验等社会心理缺失袁 出现网络
游戏成瘾行为袁 而治理网络游戏
成瘾袁 应加大针对个体的社会支
持和外部环境改变遥 一方面袁作为
野网络原住民冶袁 当代青少年很容
易浸入虚拟的社会环境中袁 加上
人格构建过程中的认知缺失和思
想迷茫等因素叠加袁 使得青少年
更倾向于到网络游戏中寻找寄
托遥 因此袁应积极改善家庭亲子关
系和学习生活环境袁 完善同伴支
持袁 着力培养青少年健康的学习
生活方式袁积极开展价值观教育尧

人格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遥
另一方面袁还要致力于建立家

庭尧学校尧社会三位一体的长效管
理机制遥 正如叶通知曳要求袁将着力
实施账号实名注册尧 严控时段时
长尧规范付费服务尧强化行业监管尧
实施适龄提示等方法袁 引导家长尧
学校等社会各界力量履行未成年
人监护守护责任袁帮助未成年人形
成正确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和行
为习惯等六方面举措袁最终构筑起
一道网络游戏成瘾的防火墙遥 叶通
知曳 将在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基础
上袁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严格履行主
体责任袁进一步强化政府主管部门
监管职责袁 推动社会各界协同治
理尧有效参与袁把握好野疏堵结合尧
以防为主尧防治结合冶的基本原则袁
形成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共管共治整
治合力遥 高大伟

欢歌笑语迎新年

2019 年
12 月 27 日袁
瑞林镇上芫
小学举办了
第二届校园
文 化 艺 术
节遥 丰富多
彩的系列活
动袁 给学生
提供了展示
自我尧 发挥
特 长 的 舞
台袁 使学生
的校园生活
变得充实而
有意义遥

刘玉平

形成防范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合力

农田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