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全市各校积极贯彻体教融合工
作袁 增强学生体质袁 提升学生锻炼意
识袁开足开齐体育课遥 图为 3 月 24 日袁
下坝初中的一堂体育公开课要要要叶学
习前滚翻曳遥

钟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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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遏制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袁 有效保护公
路和桥梁的运行安全袁 维护良
好的交通秩序袁 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袁 我市将启动不停车
检测称重和电子抓拍系统袁不
停车电子检测系统点位将对该
路段所有货运车辆的超限超
载尧超速尧遮挡号牌或未悬挂号
牌尧逆行尧压线等违法行为进行
电子抓拍袁实时锁定违法证据袁
对未主动到违法超限运输车辆
违章处理办公室接受处罚的超

限运输车辆袁将进行追踪处理袁
对超限运输车辆驾驶人尧 所有
人或管理人依法实施行政处
罚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启用时间院
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 0:00

开始
二尧 启用不停车称重和电

子抓拍系统地点院
瑞金市不停车检测称重和

电子抓拍系统采用双向检测及
抓拍方式袁 设置地点为院1尧323
国道 K9+300 检测点渊云石山乡

梅坑村路段袁双向两车道冤曰
2尧236 渊319冤 国道 K819+

500M 检测点渊黄柏乡黄坑村绿
草湖路段袁双向六车道冤遥

三尧 超限超载运输车辆违
章处理办公地址院

瑞金市象湖镇绵水路 48
号渊市交通运输局一楼冤曰联系
电话院0797-2500456遥

瑞金市货运车辆超限超载
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3月 26日

绎3 月 23 日袁 广东省东莞市江西商会携手诚欣
公益服务中心心理专家一行袁 来到冈面黄浦希望小
学袁开展野感恩红色革命老区袁从心做起冶青少年心理
健康公益活动遥 后期袁该商会将持续资助贫困留守学
生遥 赖朝贵 梁海平

绎3 月 18 日袁黄柏乡黄坑小学开展野班班通冶应
用学习培训活动袁学习使用班班通操作及使用技巧遥

张超 钟雯
绎瑞林镇建设小学于 3 月 23 日开展以 野预防校

园欺凌教育尧共建平安和谐校园冶为主题教育活动袁引
导学生掌握防范欺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袁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遥 黄祥 林抛

绎3 月 16 日袁井冈山小学党支部召开了 2020 年
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袁围绕重点检视的 5 个
方面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遥 谢艳清

绎3 月 19 日袁 赣州市初中物理刘志标名师工作
室教研活动在瑞金二中举行遥 杨琳 刘天养

绎3 月 25 日袁谢坊初中召开了野改革探讨会冶袁重
点思考初二级野地理生物冶学业考试和新课程改革等
内容遥 谢水萌 陈艳华

绎近日袁冈面乡竹园小学组织学生开展了讲雷锋
故事尧出雷锋精神主题板报尧到圩镇清扫垃圾等系列
学雷锋活动遥 黄冬林

绎武阳龙江小学利用主题班会尧黑板报尧手抄报
等方式开展了野珍惜水尧爱护水冶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
动遥 张艳芳

绎3 月 22 日袁瑞林镇水口小学开展了反电信诈骗
教育活动袁以国旗下讲话尧班会尧手抄报等多种方式袁
提醒师生做到野不听尧不信尧不汇款冶遥 黄祥 刘梦云

绎3 月 19 日袁绵塘小学召开会议袁要求全体教师
远离酒驾尧拒绝赌博遥 曾瑞林 钟丽娜

绎3 月 15 日袁瑞明小学给野让爱回家窑红都家校
共育冶学习平台优秀学习家长颁奖遥 李丽英

绎瑞林镇盖州小学通过开展主题班会袁进一步强
化师生对电信诈骗的防范意识遥 黄祥 许湘

绎3 月 24 日袁 武阳镇石阔小学举行女生生理期
知识专题讲座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遥 杨丽婷

绎九堡镇官仓小学通过主题班会尧印发致家长一
封信等形式袁开展森林防火安全教育遥 钟明

绎九堡镇密溪小学开展酒驾醉驾尧参赌涉赌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袁签订承诺书遥 钟水明

绎3 月 22 日袁 九堡镇富田小学组织全体教师进
行资助工作培训袁对资助条件尧资助政策尧资助标准等
进行了详细解读遥 张桂兵

绎3 月 22 日袁日东乡陈埜小学开展教职工野酒驾
醉驾袁参赌涉赌冶专项整治工作袁教育广大教职工遵纪
守法袁远离酒驾醉驾袁不参赌涉赌遥 钟璐

绎拔英乡各小学积极开展以团体项目为主的篮
球+其他体育运动项目袁 确保每名学生能熟练掌握 1
项以上体育技能遥 李小平

绎近日袁怡安希望小学开展了野提高统计素养袁发
展数据观念冶为主题的教研活动 遥 朱文颉

绎解放小学开展了野不负好时光尧阅读正当时冶全
科阅读推荐会袁引导孩子们读好书尧好读书遥 古海涛

绎近日袁金都小学党支部开展野关爱教师窑情暖杏
坛冶之家访谈心活动袁关爱教师遥 熊莉英 朱兆

绎近日袁 黄柏乡太坊小学全面完成了防范 校园
欺凌学生线上学习与答问遥 刘启华

绎为营造书香校园袁冈面乡渡头小学利用午休前
半小时开展读书活 动袁引导学生与群书为友袁与经典
同行遥 梁水仙

野出台叶评价指南曳袁就是把学
生发展质量评价作为整个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的关键和核心环节来
看待袁就是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尧
健康成长作为一条红线贯彻始
终遥 冶近日袁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 叶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曳
渊简称 叶评价指南曳冤袁3 月 18 日教
育部召开发布会袁 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司长吕玉刚在会上表示遥

野近年来袁各地积极探索义务
教育质量评价改革袁 积累了有益
经验袁但科学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
观念尚未普遍建立袁评价指标体系
还不够科学袁评价方式方法还不够
有效袁单纯以升学率和分数评价学
校和学生的倾向还没有得到根本
扭转遥冶吕玉刚说袁制定叶评价指南曳
就是要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
向的科学评价体系袁引导地方党委
和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袁 切实
履行举办义务教育职责遥

分重点班快慢班尧 炒作中高
考状元尧 考试掐尖招生噎噎这些
都是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现
象遥 随着叶评价指南曳的出台袁这些
乱象有望得到全面遏制袁 更重要
的是针对长期以来大家关注的教
育质量评价评什么尧怎么评尧谁来
评 3 个关键问题袁叶评价指南曳从
评价内容尧评价方式尧评价实施尧
结果运用尧 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
了工作要求遥

对于评什么的问题袁 考虑到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袁叶评价指南曳从县域尧学
校尧 学生三个层面提出了指标体
系遥县域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围绕价
值导向尧组织领导尧教学条件尧教师
队伍尧均衡发展等 5 个方面重点评
价遥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围绕办学方
向尧课程教学尧教师发展尧学校管
理尧 学生发展等 5 个方面重点评
价遥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围绕学生品

德发展尧学业发展尧身心发展尧审美
素养尧劳动与社会实践等 5 个方面
重点评价遥 三个层面各有 12 项关
键指标及若干考查要点遥

有了评价标准袁 怎么评同样
至关重要袁对此叶评价指南曳提出
要优化评价方式袁做到四个结合袁
一是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
结合遥 既要关注合格程度袁又要关
注进步程度尧努力程度遥 二是注重
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遥 既
要关注整体成效和全面发展袁又
要关注特色发展和个性发展遥 三
是注重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
合遥 既要开展常态化自我评价袁又
要构建外部评价体系遥 四是注重
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相结合遥 既
要构建网络信息平台及数据库袁
又要采取实地调查尧观察尧访谈等
线下方式袁了解掌握实际情况袁确
保评价真实全面尧科学有效遥

康丽

体教融合工作专题讲座开讲
本报讯 渊曾锦华 朱侣燕 记者温庆本冤3 月 20

日袁市教科体局在瑞金四中举办野体教融合冶专题
讲座袁 邀请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科研工作
组副组长蔡向阳教授主讲袁全市中心幼儿园尧中心
小学尧初中尧市属学校负责人参加遥

蔡向阳教授认为袁野体教融合冶 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尧推动素质教育尧促进青
少年训练尧 为国家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和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项新的重要政策曰 是整合体
育尧 教育等资源而实施的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措
施袁体现了体育尧教育事业最根本的培养目标袁符
合人才培养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要求遥

蔡教授对当下全国青少年足球现状进行了
分析袁 提出了瑞金市青少年足球发展的问题袁并
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系列要求袁让站在教育前线
的教育者增强了对野体教融合冶相关政策与内容
的理解和把握袁明确了下一步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校园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的目标和要求袁提升
了对于全面建设体育强国和教育强国的信心与
决心遥

讲座之后进入现场提问环节袁 对于校长们提
及的问题袁蔡教授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解答遥 最后蔡
教授还对瑞金市青少年足球的未来进行了展望遥

关于启动不停车检测称重和电子抓拍系统的公告

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评价指南

义务教育有了“质量考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