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
声明

杨景翔持有的
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
3607812014053110
1853袁特此声明遥

刘洋持有的残
疾 证 遗 失 袁
3607812003052900
59袁特此声明遥

荨9 月 1 日袁泽覃乡综治中心联合泽覃乡派出所
在东州春蕾小学开展开学季野反邪教尧防诈骗尧远毒
品冶主题宣传活动袁向学生及家长宣讲防电信诈骗尧
禁毒尧反邪教相关知识遥 图为综治干部在东州春蕾小
学校门口发放宣传单遥 陈凌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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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袁新希望遥 9 月 1 日袁
2021 年秋季学期平安顺 利开
学袁 同学们告别多姿多彩的暑
假生活返校上课遥 五位女校长
发出新学期寄语袁 希望同学们
在新的学期有新的目标袁 上好
每一节课袁做好每一次作业袁参
加每一次课外活动袁 时刻准备
着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智慧遥 同时希望每一位
同学都能成为有爱心尧懂礼貌尧
会团结尧有知识尧会思考尧能创
新尧能实践的合格学生遥

金穗学校校长毛素莲院小学
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袁在这最美
好的时光里袁期待你能感受善
意 袁心怀感恩曰期待你能手捧
诗卷袁沐浴书香 曰期待你能自
信向上 袁勇于担当 曰期待你能
永葆好奇袁厚积薄发遥 希望同
学们在成长道路上袁 立志向尧
明目标尧增信心尧勤学习袁在人
生之路向善而行袁 向美而行袁
向上而行遥

红井小学校长刘素华院同学
们袁饮源红井袁逐梦启航袁新的
学期又来啦遥 在欢欣迎接你回
到红井学校大家庭的同时袁我
有几句话想送给大家袁 希望大

家身心健康阳光乐观遥 加强锻
炼袁强壮身体袁文明儒雅至真至
善遥 自信优雅袁文明有礼袁向上
而生袁向善而行袁向美而为遥 热
爱家国胸怀天下遥 听党话尧跟党
走袁奋发努力袁树立理想袁砥砺
品格袁增长本领袁把爱我中华的
种子种在心里遥 勤于实践勇于
创造袁热爱劳动袁自己的事自己
做袁他人的事帮着做袁公益的事
争着做袁通过劳动收获果实尧磨
炼意志尧锻炼自己遥 心怀梦想袁
敢试敢为袁 努力把理想变为现
实遥

华融瑞金希望小学校长熊
敏院秋色无限好袁奋斗正当时遥 站
在新学期的起跑线上袁希望同学
们胸怀祖国袁做爱国爱党的野小
少年冶曰努力学习袁做奋发进取的
野小牛犊冶曰完善自我袁做富有教
养的野小绅士冶曰勇于实践袁做博
学多才的野小达人冶遥 同时希望同
学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
活动袁走进自然袁走向社会袁勤于
探索袁勇于实践袁在美丽的花园
里袁遇见更好的自己袁长成自己
喜欢的模样遥

壬田镇中心小学校长杨丽院
经过暑假的休整袁伴着夏末秋初

的气息袁我们又满怀信心地站在
新学年的起跑线上袁为实现人生
目标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学
习中来遥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上做
到博学袁多读书袁读好书遥 同时多
多参与社会实践袁如红领巾志愿
者服务活动尧义务劳动尧研学旅
行等遥 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
态度袁当遇到困难或学习枯燥无
味时必须自我鼓励袁 调整状态袁
继续坚持遥

绵塘小学校长钟京婷院绵塘
小学是一所年轻的市属小学袁在
团队的持续奋斗下袁同学们的学
习成绩不断提高袁课外活动丰富
多彩袁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遥 新的
学期袁希望同学们能快速适应学
校生活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习惯袁学会求知袁学会做人袁希望
孩子们一步一个脚印袁坚持不懈
努力学习袁明天以优异的成绩向
父母尧老师尧学校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遥

五位女校长新学期寄语语
言朴实袁情感真挚袁经过老师和
学生们的不懈努力袁瑞金教育将
展现新面貌尧新作为袁市第七次
党代会描绘的教育蓝图一定能
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遥

绎新学期伊始袁井冈山小学加强疫情防
控措施袁对于进入学校的师生袁一律测量体
温袁并对防疫物资的准备尧师生返校前的轨
迹摸排尧健康监测要求尧教职工新冠疫苗接
种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遥 李舒萍

绎8 月 27 日袁 叶坪中心幼儿园组织开
展了系列疫情防控应急演练袁进一步强化全
园教职工疫情防控意识袁保障全园师幼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遥 何秀玉

绎8 月 27 日袁 日东乡陈埜小学开展了
疫情防控开学前演练活动袁切实做好学校疫
情防控和开学准备工作袁确保师生安全顺利
返校遥 钟璐

绎8 月 31 日袁 瑞林镇廖坳小学组织全

体教职工开展开学疫情防控演练袁增强教职
工对疫情防控流程的了解袁提高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遥 刘鹏飞

绎开学初袁为了加强全体教职工对常见
传染病的认识袁提高幼儿疾病尧疫情防控能
力袁谢坊中心幼儿园开展了野幼儿园晨检工
作及其常见传染病相关知识冶的培训遥

杨娜 钟丽萍

绎为了增强新冠疫情防控意识袁规范操
作流程袁 确保学校顺利开学袁8 月 30 日袁九

堡镇中心小学举行了疫情防控演练遥钟建军

绎9 月 1 日袁瑞金四中初一新生在贺龙
入党旧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袁讲解红色
故事叶血色骄兰曳袁参观旧址袁让学生感悟革
命信仰的力量袁心灵受到洗礼遥 范小芳

绎8 月 29 日袁 八一小学召开开学工作
暨疫情防控工作布置会袁传达了上级开学疫
情防控工作的相关内容袁并对防疫物资的准
备尧师生返校前的轨迹摸排尧健康监测要求尧
教职工新冠疫苗接种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遥

杨雨强

绎9 月 1 日开学伊始袁 谢坊派出所尧谢
坊交警中队等单位一起协助维护开学各项
工作遥 钟建东

9 月 1 日袁金穗学校举行了野少年强国梦 赶
考再出发冶主题队日活动暨开学典礼袁活动分为
三个篇章进行袁分别为认知篇尧信仰篇尧奋斗篇遥

詹盼盼 本报记者钟剑灵摄

绎开学伊始袁瑞金二中组织学生通过线上观
看叶开学第一课曳尧线下开展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
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袁增强社会责任感遥 刘燕玲

绎九堡沙陇小学于 9 月 1 日举行新学年的
首次升旗仪式袁在国旗讲话中给全体学生上了一
堂意味隽久的野开学第一课冶遥 钟尚材

绎9 月 1 日袁新的学期开始了袁为提高学生的
安全意识袁切实做好全校师生安全教育袁综合整
治校园安全隐患遥 拔英乡中心小学开展了安全教
育第一课遥 刘辉

绎9 月 1 日袁 瑞明小学全体师生迎来了开学
典礼遥 沈建芹校长发表致辞袁并击鼓明志袁以示学
生从今启蒙遥 钟珍滢

绎9 月 1 日袁叶开学第一课曳 在武阳镇凌田小
学如约开讲袁各班班主任分别从爱国尧疫情尧防溺
水尧勤俭节约尧学习习惯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教
育遥 陈群杰

绎9 月 1 日晚袁 泽覃乡小学各校组织全体师
生同上野开学第一课冶遥 全乡 5 所小学 500 余名学
生尧70 余名老师袁通过中央一套尧学习强国等媒介
参加野开学第一课冶视频学习遥 陈凌飞

绎近日袁九堡镇黄渡小学开展新学期野开学
第一课冶活动袁开展入学纪律尧疫情防控尧生命安
全尧防电信诈骗等教育遥 江辉

开学第一课五位女校长 寄语新学期
阴记者邓浩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