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1 日袁2020 年 野首创环境杯冶
俱乐部篮球赛在市体育馆落下帷幕遥这
次比赛历时 6 个月共进行了 46 场比
赛袁 最终由红都国际城篮球俱乐部尧龙
祥篮球俱乐部和瑞都阳光城好友篮球
俱乐部分获第一尧二尧三名遥图为当晚决
赛场景遥 本报记者刘俊良摄

助力提升瑞金旅游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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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实习生曾秋云 本报记者刘芬

6 月 19 日袁距离 2020 年的高考还有十多天袁一模二
模已经考完袁 瑞金三中的高三学子仍在进行二轮复习遥
这场延期一个月的高考袁给高考考生带来了许多变化遥

疫情打乱复习节奏
受疫情影响袁我市高三学生在放寒假之后就一直在

家学习袁直到 4 月 7 日才得以返校遥原本只有 10 天的寒
假就这样延长一个多月袁这对时间紧迫的高三学生来讲
无疑是场艰难考验遥

为了让学生们不浪费在家的时间袁学校嘱咐学生要
自行在家根据自身情况复习袁 并有时会在网上开课袁为
学生们答疑解难遥 尽管如此袁学生们在家的学习状况并
不理想袁 高三理科班的黄江就表示院野自学效果不太好袁
在家里不够自律袁很松散遥 冶

这时的高三学子们袁 已经被迫中断了一轮复习袁直
到开学才接着上学期的内容继续复习遥按照以往的教学
流程袁高三下学期共有三轮复习袁可是复习时间的缩短袁
让学校和老师放弃了第三轮复习袁 而是专攻一轮与二
轮遥

高考延期野压力山大冶
高考的延期对学生们来讲有利有弊遥利在于多了一

个月的复习袁弥补之前浪费的时间袁弊在于也多了一个
月高强度的学习袁多承受一个月的心理压力遥

复习进程的变化让学校加强了二轮复习的强度袁以
往一周做一套或半套卷子袁如今却需要一周做两套遥 经
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袁 高三后半期是越往后越难熬袁坚
持下去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袁多了一个月的高强度复
习袁对于许多学生来讲是多了一个月的野炼狱冶生活遥

这对于往届生或许并不算什么袁同为复读生的黄江
和钟起文就表示压力不大遥 但对于应届生却是压力巨
大遥这种压力直接表现在了成绩上袁正式开学之后袁复读
班成绩波动不大袁应届生的成绩却有所下滑遥

酷暑炎热带来隐忧
除了复习强度的加大袁 炎热的天气也成为一大阻

碍遥 瑞金三中的教室里并没有装空调袁而瑞金六月份就
已有三十多度遥钟起文说院野这么热袁休息不好袁在教室学
习的时候也很烦躁袁学不下去遥 冶可想而知袁在七月这样
一个高温干燥的月份里高考袁对于高考生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遥幸好袁我市目前已有在高考考场装空调的计划袁希
望这一计划能顺利实施袁让考生们有一个舒适的考试环
境袁以便发挥出学子们最好的水平遥

尽管今年高考如此特殊袁 面对着打乱的复习节奏尧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炎热的天气袁高三学子们依旧没有失
去对高考的信心遥 黄江作为三中的年级第一袁 目标是
985 高校华南理工大学袁钟起文没有明确的目标袁但希
望考一个不错的 211 大学遥

相信这一届特殊高考袁 考生们都能够克服困难袁乘
风破浪袁考取自己心中理想的学校遥

安全才是硬道理
阴刘启华

人们常说袁生命高于一切袁安全重于泰山遥 在学
校袁只要是为了教学秩序袁为了学生的安全袁再严格
的要求都不为过袁再苦再累也值得遥

过去袁 由于一些教育问题引发了家校矛盾袁导
致教师处于被动袁甚至受伤害袁以至于原本具有实
质实效的教育行为变得消极或慎之又慎袁出现了教
师怕管学生袁不敢管学生的现象遥 在一段时期袁教师
颇感自危袁但求自保遥 出了安全问题袁大家的第一反
应不是应急处置袁而是想着如何规避责任曰也不是
去反思教育的缺失或疏漏袁而是如何应对家长或上
级的质疑与问责曰甚至也不是想着亡羊补牢袁而是
核查工作记录是否完整或野善后处理冶曰待一切撇得
干净袁便长舒一气袁万事大吉袁安全应对浴 却违背了
安全教育的宗旨袁于教育的发展及学生的健康成长
不利遥

学校被作难袁教师遭歧视袁教育遇尴尬袁如此
境况袁岂能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钥 在学校安全
工作管理中袁如何防范校园安全事故钥 如何保障
师生的生命安全钥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
问题袁也是教育工作者基本的责任与担当袁更是
全体教师必须坚定的安全至上尧生命至上的思想
和格局遥

2020 开年的一场疫情袁让全世界又一次见证了
中国态度尧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袁见证了什么是人
民的生命健康至上遥 天道酬勤袁天佑中华遥 复学以
来袁学校开展一系列的防控举措袁测体温袁晨午检袁
勤洗手袁少聚集袁戴口罩袁勤消杀袁多通风袁错峰入
学袁错时放学袁不集会袁分餐制噎噎有仪式袁有体验袁
有实效袁一切都是为了安全遥

这些年来袁学校安全工作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重
视下袁越做越细袁越做越精袁可谓是事无巨细袁面面
俱到遥 不仅要教育还要监管袁不仅要宣传还要警示袁
有防有禁袁有规有律袁有灌输袁有演练袁有培训袁有提
高袁有计划袁有实施袁有总结袁有痕迹袁有耐心袁有爱
心袁有信心袁有决心噎噎总的来说袁都是为了学生的
健康平安袁归根结底袁安全才是硬道理遥

460 台空调为高
考学子送清凉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6 月 22 日袁记者从市
教育局了解到袁高考临近袁我市将在设为高考
考点的一中尧二中安装 460 台空调袁其中一中
240 台袁二中 220 台袁减少因高温天气给考生
带来的不良影响袁 让学子们在更为舒适的环
境中安心野作战冶遥

据了解袁 此次安装的 460 台格力 3P 三
级能效柜机空调由市城投集团负责资金的
筹措袁 总投入 500 多万元袁 包括空调购买尧
安装 尧 专线电缆铺设支出遥 为保证供电稳
定袁施工单位将在设为考场的一中尧二中拉
专线保障空调在高考期间正常运转遥 目前二
中正在打空调孔袁布设空调专用电缆袁一中
正在布设空调专用电缆遥 据施工方介绍袁将
于 25 日开始安装空调袁 预计于 7 月 2 日前
全面完成安装工作遥

渊上接第 1 版冤并提前安排好专门
的行李员提供行李服务袁 专门小
组协助宾客办理入住手续袁 营造
宾至如归的接待氛围遥

当晚袁 旅发大会推介会如期
举行袁 很多宾客需要换一身衣服
参会袁 但是因为衣服放置在行李
箱内袁被压出了褶皱袁酒店了解这
一情况后袁 立即组成了一个临时
工作小组袁 专门把客人的衣服拿
出来熨烫整齐袁 再送回给客人以
保障顺利参会遥

体贴周到的服务体现在方方
面面遥 旅发大会期间袁考虑到有些
宾客因为温差大袁一时适应不了袁
导致胃不舒服或者感冒袁 酒店主
动为客人送餐尧送姜茶尧提供药品
等服务袁 宾客们纷纷感慨院野酒店
真的太贴心啦浴 冶

大会期间袁 荣誉国际酒店宾
客云集袁酒店从前厅到客房袁从会
议室到宴会厅袁各部门明确任务袁

责任到人袁做到细心服务袁个性接
待野体贴周到冶袁确保每一位嘉宾
都能感受到热情尧细致尧周到尧体
贴的服务袁 保障了大会餐饮尧住
宿尧会议接待工作有条不紊尧井然
有序遥

6 月 13 日袁 旅发大会落下帷
幕袁 荣誉国际酒店全体工作人员
以饱满的热情和优质的服务圆满
完成此次接待工作袁 并赢得了与
会领导和嘉宾们的充分肯定遥

完美呈现
瑞金荣誉国际酒店是瑞金市

委尧 市政府 2017 年度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袁 由福建省荣誉国际集团
投巨资精心打造的五星级标准酒
店遥 由世界 500 强企业设计建造袁
全国顶尖设计公司负责室内打
造袁融入红色尧客家与现代文化遥

酒店拥有豪华舒适的各类客
房 326 间袁设有中餐厅尧风味餐厅尧

云顶旋转餐厅尧宴会厅尧多功能会
议厅尧商务中心尧大堂酒廊尧商场尧
KTV尧酒吧尧游泳健身运动馆等场
所遥云顶百米高空 360 度旋转全日
制自助餐厅面积 1600 余平米袁是
江西省最大的旋转餐厅袁 可欣赏
绵江八景之一的笔架凌霄袁 鸟瞰
瑞金城区风光袁 尽揽绵江两岸风
景遥同时袁酒店配套 2 个挑高 10 米
无柱大型宴会厅袁 其中一个面积
达 2000 平米曰酒店可容纳 3000 人
同时用餐遥 多个不同规格的多功
能厅尧会议厅袁均配备先进视听器
材及完善的会议辅助设施袁 能够
满足各种宴会尧会议需求遥

从紧张筹备到完美呈现袁荣
誉国际酒店为提升瑞金旅游尧文
化和商务接待水平袁 改善服务环
境袁 为提升城市形象作出新的贡
献遥 今后袁荣誉国际酒店将以此次
成功接待为起点袁 以最好的姿态
迎接八方来客浴

高考延期，高三学子克难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