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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行政审批局 2020 年 5 月 21 日办理的赣
州梁昌置业有限公司野中梁窑龙吟国瑞冶 工程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渊编号院360781202005212401冤袁声明作废遥

绎张连材持有的证号为赣(2019冤瑞金市不动产权
第 0005440 号不动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镇
瑞明村青年路 Y 区:Y9 尧Y10 号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减资公告
瑞金市金峰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研究

决定袁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 500 万元袁 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遥

特此公告浴

公司地址院 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八一北路
渊老干局后面冤

联系人院张翔
联系电话院18779084888

瑞金市金峰矿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确
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教育环节袁
不过对于大部分非心理专业
老师而言袁要做好心理沟通与
指导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遥
广义的心理健康教育袁 普通
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袁 可以另
辟蹊径开展工作袁 以求殊途
同归遥

首先袁要构建温暖班集体
班集体就是全班学生的

家袁每位同学都在里面学习和
成长遥 如何构建一个有爱心有
温度的班集体袁是关乎学生们
能否积极学习和健康成长的
前提条件遥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
家长要要要班主任袁需要未雨绸
缪袁身先士卒袁需要平易近人袁
赏罚分明袁还要因材施教遥

学生来到学校袁进入教室袁
看见优秀榜样袁听见书声朗朗袁
自然野近朱者赤冶遥 大家都在积
极上进袁 我还能自甘堕落吗钥
同学之间互帮互助袁谈笑风生袁
你还有野嫉妒怨恨冶吗钥 课堂精
彩纷呈袁师生沟通顺畅袁谁还想
逃课离家出走钥

其次袁班会内容要正能量

班会课袁 是班级教育的主
阵地遥班主任除了常规工作布置
以外袁 还需要设置主题内容袁这
种主题必须富含正能量遥 比如袁
时下新冠疫情袁我们不仅要教给
学生防疫知识和注意事项袁还要
浓墨重彩宣传野逆行冶支援武汉
的医生和志愿者们袁学习他们大
爱无疆袁 逆流而上的大无畏精
神遥 与野逆行者冶们相比袁我们安
居宅家是何等的幸福钥我们还有
理由不认真上网课钥不听从父母
的教诲吗钥

思想教育不能提纲教条
式泛泛而谈袁 要有感染力袁有
震撼力袁有感召力遥 教育素材
可以是历史典故袁也可以是身
边榜样遥 野苏武牧羊冶的故事不
仅歌颂了他的爱国情怀袁还可
以诠释他珍爱生命的信念遥 中
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袁
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书写了
人类历史的奇迹遥 这些英雄人
物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
尚且不言放弃袁我们生活在和
平盛世袁 温饱不愁的年代里袁
就更需要积极向上袁 鞭策自
己袁关爱家人遥

最后袁开展野挫折冶教育

孩子缺少野挫折冶教育袁一
直生活在温室里袁 一旦风吹雨
打袁就叶落茎折袁偃旗息鼓遥 作
为家长袁从小就要与孩子野约法
三章冶袁表扬与批评袁奖赏与惩
罚要双轨并行遥 我对小孩的日
常学习与生活有严格的要求袁
去超市不能任由小孩挑选商
品袁未经允许不能私自出门袁看
电视要规定时间和内容袁 不睡
懒觉袁轮流做家务袁先做完作业
再娱乐活动噎噎

作为老师袁我对学生也是严
格要求遥 班规班约事先声明袁一
视同仁袁赏罚分明遥 加分扣分每
日通报袁及时处理曰好人好事袁成
绩进步袁积极向上者表扬曰违纪
落后袁懒惰无理者严肃批评遥 只
要孩子认识到了 野立功有奖尧违
纪必罚冶的道理袁在成长过程中
不断予以挫折教育袁这样的孩子
心理承受能力一定是强大的遥

教育有法袁但教无定法遥 家
庭教育也好袁学校教育也罢袁不
可机械教条袁不可无休止地野关
爱冶遥 心理教育没有固定的模
式袁也没有灵丹妙药遥风雨和阳
光袁都是教育的正反面遥

近日袁冈面乡沙排小学组织全体师生举行野珍爱生
命尧谨防溺水冶现场宣誓及签名活动袁使全体学生充分认
识防溺水的重要性袁取得明显效果遥 张上京摄

绎瑞林镇民主小学召开防溺水安全主题教育会议袁
利用黑板报尧手抄报尧安装警示牌尧观看教育片等方式宣
传防溺水知识袁并组建路队确保学生安全遥 廖道明

绎雨季来临袁瑞林初中组织教师进村入户发防汛宣
传单袁在危险水域拉起横幅袁广泛宣传防汛安全知识遥

温星
绎进入盛夏多雨尧地质灾害高发期袁冈面乡竹园小

学于 6 月 17 日组织各班学生观看了野防范地质灾害冶主
题宣传教育片遥 黄冬林

绎九堡镇羊角小学近日开展了防溺水主题教师会尧
班队会尧观看教育视频尧出安全教育板报等工作遥杨雨强

绎6 月 16 日袁瑞林镇苏地小学开展了野珍爱生命尧
预防溺水冶安全教育活动遥 宋斌

绎近日袁九堡镇官仓小学开展印发防溺水致家长一
封信尧主题班会等系列安全教育活动遥 钟明

绎沙洲坝镇杉山小学近期大力开展 野珍爱生命尧预
防溺水冶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袁重点宣传防溺水野六不准冶遥

刘德斌

预防溺水 警钟长鸣风雨和阳光，都是教育
阴杨荣县渊瑞金市第四中学冤

6 月 16
日袁 市关工
委工作人员
来到解放小
学袁 看望慰
问了该校贫
困 学 生 袁为
她们送去红
色书籍和慰
问金袁 鼓励
她们笑对人
生尧 战胜困
难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绎近日袁日东乡小学党总支 18 人来到
沙洲坝红源记忆教育培训基地袁 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遥 先后举行了团队破冰尧 鼓动人
心尧神笔马良等活动袁并一同学习了党章党
规尧红色故事袁重温了入党誓词遥

黄芳 朱自清
绎在党支部的统一组织下袁 瑞林镇中

心小学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近日开展整治周

边居民环境卫生的活动遥 陈金发生
绎瑞明小学党支部党员近日来到大柏

地乡中心小学袁 开展城乡学校党建工作结
对帮扶活动遥 刘文 叶翠 王玮

绎近日袁井冈山小学党支部开展野只
争朝夕尧真抓实干冶主题党日活动袁在学习
的基础上袁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遥

曹高杰

绎为了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袁市
教师进修学校于 6 月 12-14 日组织
全市部分初中语文尧英语尧物理教师
和小学实践尧 道德与法制教师进行

线上教学指导培训遥 培训通过线上诊断尧视频直播指导尧成果
展示尧总结提升尧名师案例引领等方式袁开阔教师视野尧更新教
育理念遥 朱卫清 钟美娟

绎近日袁瑞金二中以野携手抗疫 展我风采冶为主题开展了
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活动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为做好新冠肺炎和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袁近日袁瑞金五
中给学生宿舍安装挂钩以便吊挂蚊帐遥 廖小燕

绎黄柏乡黄坑小学于近日召开了以 野从心开始尧 用心护
航冶为主题的钉钉视频家长会遥 张超 杨春燕

绎近日袁黄柏乡海山希望小学结合事故案例袁给学生上交
通安全教育课遥 刘汉霖

绎近日袁黄柏乡湖岭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赣教云 2.0 学
习与培训袁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遥 孙燕萍

绎6 月 16 日至 6 月 18 日袁片区学校的教师相聚在金都小
学袁举行了本学期为期三天的片区教研活动遥 赖桂萍

绎近日袁思源实验学校分学科组织全校教师业务考试袁以
考促学袁以学促教遥 朱彩明 刘晓梅

绎6 月 17 日袁 武阳镇中赖小学组织六年级学生开展了毕
业班考前心理辅导讲座遥 杨少东

绎近日袁 市教科体局教研员来到日东乡中心小学开展教
研活动遥 谢娟蓉

绎6 月 16 日袁怡安希望小学野怡和领航冶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队开展了数学野班班通冶无生模拟教学资源应用展示
活动遥 刘志平 朱桂荣

绎瑞林镇下坝小学近日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袁 向全体
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遥 宋地发

绎6月 16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开展野食品安全教育冶活动遥刘婷
绎黄柏中心幼儿园在 6 月 11 日举办了幼儿生活自理能

力比赛遥 尧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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