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9 月 8 日袁瑞金二中党
总支组织全体党员教师收听
收看 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冶袁进一步激发了
党员教师的爱国热情遥

汪家生 刘燕玲

绎近日袁 解放小学开展
了书法教师业务培训袁 专业
老师陈功汕作了 叶谈谈怎样
写好字的几点看法曳 的专题
讲座袁让在场的 60 名专渊兼冤
职书法教师领略到了中华书
法的独特魅力遥 古海涛

绎近日袁冈面乡罗陂小学
通过发放致家长信尧开学第一
课尧主题班会等形式袁加强学
生交通尧防溺水尧传染病等安
全主题常态化教育遥 罗建林

绎9 月 7 日袁瑞林镇廖坳
小学开展了国旗下讲话要要要
野节约粮食尧杜绝浪费冶主题
教育活动袁 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珍惜粮食的意识遥 刘鹏飞

绎开学以来袁武阳镇凌田
小学通过主题班队会尧组建劝
导队尧 手抄报比赛等活动袁进
一步强化学生 野浪费可耻尧节
约为荣冶的意识遥 陈群杰

绎9 月 10 日袁 冈面乡竹
园小学举行了野节约资源尧从
我做起冶百人签名活动袁并对
全体师生进行光盘行动教
育遥 黄冬林

绎9 月 8 日晚袁万田中心
小学组织学习 叶班主任考核
方案及量化细则曳袁努力提高
班级管理成效遥 刘薇

绎9 月 9 日袁九堡镇黄渡
小学召开师德师风专题学习
会袁 切实加强教师职业道德
建设遥 江辉

绎9 月 9 日袁黄柏乡黄坑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村
小开展好书推荐活动袁 主题
是野走进知识的海洋尧不负青
春好时光冶遥 张超 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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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瑞红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10114328袁特
此声明遥

钟瑞红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袁注册号院360781610114328袁特
此声明遥

这首歌袁 学子们唱着唱着袁
好像慢慢地懂了要要要

小时候袁 我以为你很美丽袁
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小时
候袁我以为你很神气袁说上一句
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才知道那间教室袁 放飞的是
希望袁守巢的总是你遥

听着听着袁 这才恍然发现袁
听懂的时候早已离巢遥 有些道
理袁甚至在你的课上都未曾这样
真切地琢磨明白袁现在远隔万里
却似乎懂了袁而你的叮嘱与教诲
总装在心底遥

当野鸟儿们冶羽翼渐丰袁翅膀
便扇动得缓慢而坚定袁他们将青
涩年华留在身后袁扑哧扑哧勇敢
地飞向了世界各地遥 伴随成长袁
他们理解了你的严苛袁释怀了你

的批评袁思念着你的野啰嗦冶遥 甚
至袁时不时地就会想起与你在一
起的教室袁被你罚站的走廊遥

明白了遥 学子们明白了这份
付出袁读懂了这份不易遥

每年秋天袁 新学年开始袁迎
来一批新的学生袁开启辛勤耕耘
的又一年遥或许袁把教师节定在 9
月 10 日袁定在收获的季节袁既是
对老师工作内核的阐释袁也是对
老师工作意义的礼赞遥

野三寸粉笔袁 三尺讲台系国
运曰一颗丹心袁一生秉烛铸民魂遥冶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袁教师是学生的领路人尧
护航者遥 他们教授知识尧 传播思
想尧塑造灵魂袁他们肩负着这份时
代重任袁始终砥砺前行遥

有的学子说袁是老师的鼓励

让他坚定了去看看更大世界的
想法曰有的学子说袁是老师的劝
诫让他摆正了学习态度袁最终得
以梦圆理想院校曰 有的学子说袁
是老师的陪伴安慰帮他熬过了
家庭突遭变故的艰难时刻噎噎
有的学子已打定主意要将来回
国后也要成为一名教师袁走上讲
台袁举手投足间或许还有自己老
师的影子遥 野捧着一颗心来袁不带
半根草去遥 冶

今天袁他们的祝福与感谢又
从世界各地飞来遥 飞过泰晤士河
两岸尧飞过里约热内卢基督山的
郁郁葱葱尧飞过美国卡尤加湖的
粼粼碧波尧又飞过富士山巅的皑
皑白雪噎噎这句野感谢冶跋涉千
山袁这首歌流淌岁月袁但依旧字
字温热遥 孙亚慧

锻炼孩子内心力量的核心法则渊二冤

05尧绝不受孩子控制
当孩子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时袁他们不具备做出重

大人生决定的能力袁也无法准确地衡量风险遥这时袁孩子需
要的是规则袁而不是成为统治者遥 如果给予孩子超出他把
控能力的权利袁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袁甚至对孩子造成
伤害遥

06尧绝不苛求完美
父母苛求完美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害袁甚至可能造

成致命的后果遥那些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父母期待的孩
子袁更容易产生自杀行为遥长大成人后袁这些孩子不管获得
多大成就袁都不会感到心满意足遥

07尧绝不允许孩子逃避责任
允许孩子逃避责任袁会拖延他们成熟遥 一个不负责任

的孩子袁会成长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人遥 如果你不让孩子
有机会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袁他就会缺乏在现实世界生存所
需的经验和信心袁从而无法学到发挥最大潜能所必备的技
能遥

08尧绝不过度保护孩子
过度保护是在告诉孩子袁他们承受不了遥 父母常常低

估孩子的承受力袁其实孩子比你想象的坚强遥 那些从未获
得应对痛苦所需技能的孩子袁 常常会用一生去逃避痛苦遥
孩子需要在经历中学习袁 如果他现在不学着消化痛苦袁就
不会具备应付将来生活中的困难的能力遥 莫林

银9 月 6日袁井冈山小学及竹岗分校校区全体
教师欢聚一堂袁 共同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暨表
彰大会袁并为优秀教师颁发荣誉证书遥 杨金媛摄

绎9 月 10 日袁第三十六个教师节袁叶坪乡云
集村支书谢敏等村两委干部慰问云集小学老师袁
祝福他们节日快乐遥 李慧娟

绎在举国上下同庆第 36 个教师节之际袁黄
柏乡小学邀请退休教师回野家冶 看看袁让他们感受
教育的发展变化袁重温杏坛岁月遥 郑清文

绎9 月 6 日袁九堡镇举办野庆祝第 36 个教师
节颁奖暨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 5 周年庆典冶袁表
彰了全镇各学段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遥

钟尚材 杨玉婷

绎9 月 10 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通过开展 野感
师恩袁向教师献礼冶主题活动袁弘扬中华民族尊师
重教的传统美德遥 刘婷

绎9 月 7 日袁绵塘小学举行了 2020 年秋开学
典礼仪式袁 对即将到来的教师节致以深情的问
候袁孩子们宣誓立志做好少年遥 刘春华 金红

银9 月 9 日袁 市金都小学
组织开展以野创新教学冶为主
题的数学教研大讨论尧大交流
活动袁明确了教研方向袁促进
了教师间的教学交流袁全面提
高教师创新教学水平遥

杨茜 摄

难忘师恩 共同祝福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三中

收看表彰大会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陈盛昌冤9 月 8 日袁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
京召开袁 瑞金三中教师代表集
中收看表彰大会直播遥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袁在今
后工作中袁要像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钟南山尧张
定宇尧张伯礼尧陈薇等先进英
雄人物那样袁 不忘教育初心袁
牢记教育使命袁 履职尽责袁潜
心育人袁以实际行动向英雄致
敬袁向伟大的祖国致敬遥 自疫
情防控工作以来袁瑞金三中教
师按照上级部署袁在线下做好
学生防疫安全工作袁线上做好
教学工作袁勤勤恳恳袁顺利完
成抗疫和教学任务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