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市绿盾征信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1360781MA35F3NA52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绿盾征信有限公司遗失
公司公章壹枚袁特此声明袁该章作废遥

广丰县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322199712062242
号渊俞毛毛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李 秋 生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5262219720926472371袁特此声明遥

杨世军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
号院渊2016冤ZD01090068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近日袁瑞金一中高一语文备课组组织开展了学生
默写语文决赛活动袁培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重视背
诵的习惯袁打好语文基础袁提升学科素养遥 陈德波摄

绎日前袁瑞金四中开展了一场精彩的野交通安全
主题冶教育活动袁举办交通安全知识图片展袁召开主题
班会课等遥 张斌

绎3 月 31 日晚袁瑞金二中邀请知名讲师方可老师
以野圆梦高考 高考必胜冶为主题袁为该校高三学子做励
志演讲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3 月 31 日袁拔英乡小学举行了野道德与法治青
年教师优质课冶竞赛遥 杨温文

绎3 月 30 日袁直属机关幼儿园开展了野小小清明
果尧浓浓节日情冶制作清明果活动遥 谢荟

绎九堡镇中心小学近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袁对突
发暴雨和防洪措施进行演练遥 钟建军

绎近日袁九堡黄渡小学举行了野展礼仪风采 做文
明学生冶文明礼仪操比赛遥 江辉

绎野国际儿童图书日冶来临之际袁瑞林镇各小学举
行野书香伴成长冶为主题的读书活动遥 黄祥 谢芳

绎3 月 30 日袁瑞林镇龙卧小学五年级师生参与了
野课本剧表演冶的活动遥 刘玉苹

绎在清明节来临之际袁瑞林镇上芫小学开展了护
林防火尧文明祭扫宣传活动遥 刘玉平

绎近日袁市野新长征冶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来到金
都小学袁进行了野学好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冶志愿服
务活动遥 朱小燕

绎近日袁冈面乡竹园小学积极开展野小手拉大手尧
严防森林火灾冶教育活动遥 黄冬林

绎4 月 1 日袁金都小学举行了野道德与法治冶课堂
教学展示活动袁推进叶道德与法治曳国家统编教材的使
用遥 赖桂萍

绎近日袁冈面乡下龙小学开展野小手拉大手尧严防
森林火灾冶教育活动遥 钟勇

绎3 月 30 日袁叶坪乡中心幼儿园开展多媒体教学
一体机使用培训,推进教学信息化工作遥 何秀玉

绎九堡镇密溪小学组织开展 野清明防火安全教
育冶系列活动袁举行演讲比赛和手抄报评比遥 钟水明

绎3 月 30 日袁九堡镇富田小学开展野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冶主题活动袁组织学生集体诵读爱国诗歌遥 张婷

绎近日袁九堡镇丰塘小学组织开展野小手拉大手
严防森林火灾冶宣传教育活动遥 钟艳生

绎3 月 30 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举办了一次有意义
的留守儿童集体生日活动遥 张素芳

绎3 月 30 日袁 九堡镇沙陇小学开展森林防火教
育袁并发放宣传单遥 钟尚材

绎3 月 30 日袁怡安希望小学第五届家长委员会召
开会议袁共商学校发展大计袁为家长委员会成员颁发
了聘书遥 曾洁云

绎近日袁井冈山小学召开了新学期家长委员会会
议袁进一步提升家校合作水平遥 廖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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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假袁我都会受邀为全
市新入职教师做讲座袁用自己二
十多年的教育感悟为即将踏上
三尺讲台的新教师们引路定标遥
随着教龄的增长袁一大批优秀的
老师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家长
的好评袁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为人师表的内涵与真谛遥 今
天袁我们一起来探寻优秀老师的
成长秘籍遥

优秀老师喜欢微笑
微笑是一种最赏心悦目的表

情遥俗话说院野出门看天色袁进门看
面色冶遥学生的心情是会受到老师
表情左右的遥 喜欢微笑的老师能
够让学生心情放松袁 不论什么性
格的学生袁 都更愿意亲近每天把
笑意挂在脸上的老师遥 老师的笑
意表示着对学生的接纳与喜爱袁
籍此促进师生之间建立彼此信
任袁互相依赖的良好关系遥

老师与学生建立了顺畅的师
生关系袁 教育的效果就能事半功
倍遥 反之袁面无表情袁愤怒生气的
老师不仅教育收效甚微袁 还有可
能产生逆反与对抗行为遥 微笑上
课袁频频点头袁与学生在笑声中传
授知识袁交流感情袁学生积极袁老
师轻松袁何乐而不为钥

优秀老师需要勤快
勤快袁 让老师和学生更多时

间在一起曰勤快袁让老师有更多时
间备课和批改作业曰勤快袁让老师
能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问题袁
并更及时的予以解决遥所以袁要想
成为优秀老师袁 勤快是必备的基
本功遥

我从教以来袁一直坚持早起袁
提前到校袁以校为家遥每天来到教
室袁拿起书本阅读袁迎接学生们一
个个到来遥当我全天候待在学校袁
蹲在班级时袁试想院有哪个学生敢
违法学校纪律钥 有哪个学生敢迟
到延误钥老师手拿书本袁哪个学生
敢不拿书朗读钥久而久之袁学生的
习惯就养成了袁 教学成绩自然就
上去了遥

优秀老师善于倾听
倾听袁 既是一种交流过程袁更

是一种工作方法遥 学生说话袁童言
无忌袁这是最淳朴的表白袁也是老
师处理工作的采信依据遥不管学生
怎么表述他们的观点袁优秀的老师
都要不打断袁不嘲讽袁且要让学生
说清楚袁讲完整袁然后加以评价袁给
予鼓励表扬袁或者纠正批评遥

优秀老师敢于创新

教学有法袁但教无定法遥每个
学校都有教学常规要求袁 完成了
这些规定的条条框框袁 工作业绩
就不错了遥 但是袁要想成为优秀袁
就必须创新思维袁创新方法袁这样
才能脱颖而出遥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袁 创新
包括管理制度创新尧 教学方法创
新尧活动设计创新尧评价体系创新
等遥比如袁很多老师对于学生违纪
或者作业不过关就处罚批评扣
分袁 结果就是学生每天都在担心
是否被扣分没有钥 其实袁班级管
理中的评价标准不能以谁扣分多
少为主流思想袁 而是要以谁加分
更多为主导趋势遥

优秀老师勤于反思
有位教育家说过院野认认真真

教书三年袁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优
秀的老师遥认认真真反思三年袁你
就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名师冶遥优秀
的老师袁不论是上课尧批改作业尧
与学生交流尧与家长沟通袁还是与
同事相处袁做人做事袁都会在睡前
思考一番袁扪心自问袁只要你习惯
了不停地扪心自问袁 不停地反思
总结袁并把它写出来袁累积起来袁
慢慢地袁 你就成为了一名货真价
实的优秀老师了遥

优秀老师成长秘籍
阴杨荣县渊瑞金市第四中学冤

绎3 月 30 日袁武阳镇罗石小学师生前往郑
旭煜烈士墓园扫墓遥 邹文杰

绎4 月 1 日袁 瑞林镇民主小学组织师生开
展野网上祭英烈尧共铸中华魂 冶祭奠活动袁缅怀
革命先烈袁传承红色基因遥 廖道明

绎3 月 31 日袁黄柏中心小学党支部组织党
员前往菱角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袁开展清明祭

扫活动遥 刘启华
绎4 月 1 日袁谢坊初中开展野祭奠英烈冶系

列活动袁深挖瑞金红色文化袁传承长征精神遥
谢水萌 陈艳华

绎4 月 1 日袁 叶坪乡黄沙小学校组织师生
前往华屋袁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尧继承革命精
神的清明扫墓活动遥 赖治宇

4 月 1 日袁红井小学组织党员教师们前往革命烈士纪念馆袁开展野铭记党史 缅怀
先烈冶党史学习教育袁通过敬献鲜花尧诵读红色家书等方式袁缅怀革命先烈袁坚定理想
信念遥 危慧君 本报记者邹婷摄

缅怀先烈 牢记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