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绎为了做好各科常规教学袁 落实上级

部门关于课程改革尧野双减冶工作的要求袁10
月 19 日袁金都小学召开了野教研室+教研
员冶两组会议遥 赖桂萍

绎日前袁 东州春蕾小学党员志愿者带
领少先队员来到泽覃乡敬老院开展敬老活
动袁帮助老人打扫卫生尧修剪指甲袁还为敬
老院清理刚收回来的芋子遥 陈凌飞

绎网络宣传周期间袁 瑞金市长征小学
通过拉横幅尧开展主题班会尧出黑板报尧向
家长推送安全知识微信等多种方式袁 全方
位让老师尧学生尧家长了解更多的网络安全
知识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遥 陈湖南 郭方艳

绎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 72 个建队纪
念日来临之际袁云石山田心小学举行以野红
领巾心向党,辛福快乐我成长冶为主题的新
队员入队仪式遥 赖明

绎为培养孩子劳动观念袁 体会种植乐
趣袁近日袁泽覃中心幼儿园开展野收获秋天冶
主题活动袁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秋冬季蔬菜
种植过程遥 钟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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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刘建 记者吴志锋冤
野出热水了噎噎冶10 月 19 日袁 瑞林
镇廖坳小学的孩子们满怀着好奇
和兴奋袁奔走相告浴 原来是廖坳小
学空气能热水器已安装调试完毕袁
成功出水袁困扰师生多年的用热水
难问题终于得以解决遥

野我们廖坳小学是典型的偏远
山区学校袁 教学硬件和生活基础
设施严重落后袁 教育教学环境和
现实教育需求矛盾日益尖锐遥 冶该
校校长陈亮表示遥 据悉袁瑞林镇廖
坳小学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袁
位于瑞林镇北边袁 距离圩镇 17.2
公里袁 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85
人袁学前教育阶段学生 15 人袁7 个
教学班袁在编在岗教师 8 人袁教学
质量一直位居全镇前列遥 市教科

体局驻村工队进驻廖坳村后袁全
面落实好对口帮扶任务袁 前往廖
坳小学了解情况袁 发现该校存在
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袁 分别是学
校供水量不足袁 存在季节性断水
的问题曰无热水供应袁给师生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曰 教师用床
破旧不堪袁全靠砖块承重支撑曰教
师办公椅破损严重遥

市教科体局获悉情况后袁非常
重视袁 马上多方面筹措 10.31 万元
资金袁 打了一口深 186 米的水井袁
彻底解决用水难的问题遥 此外袁为
了最大程度改善办学条件袁保证学
校长远发展袁10 月 13 日袁市教科体
局驻村工作队和廖坳村 野两委冶共
同发出倡议袁号召社会各界捐资改
善廖坳小学办学条件遥 倡议得到市

教科体局机关干部尧瑞林镇机关干
部尧廖坳村乡贤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大力响应袁 截止 10 月 19 日发
稿时袁善款已经突破 3 万元袁极大
缓解了廖坳小学的办学难题遥

野我们一定用好每一分善款袁
彻底改变学校基础设施薄弱的局
面袁 让老师安心教袁 让学生安心
学遥 冶市教科体局负责人刘小平表
示遥 据悉袁8 月份以来袁市教科体局
驻村工作队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袁保障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袁勇于担当尧真抓
实干袁 提前谋划美丽乡村建设尧谋
划产业发展袁不断增加农民群众收
入袁增强发展后劲袁让农民群众看
到变化尧感受希望袁增强归属感和
幸福感遥

本报讯 渊廖俊卿冤手里有闲钱
大部分人都会想着怎么理财袁让手
里的钱创造更大的财富 , 近日袁我
市一女子就差点将手里的 25 万余
元给野理冶没了遥

2017 年袁婷婷渊化名冤在我市某
通讯营业厅务工袁与老板谢某坤结
识袁后婷婷辞职后与谢某坤偶有联
系遥 2021 年 8 月袁婷婷咨询谢某坤
有无什么发财的路子袁想让谢某坤
带着她帮忙赚点钱遥

然而袁 让婷婷没想到的是袁昔
日的老板正深陷网络赌博泥潭袁妄
图通过赌博野发家致富冶遥 听到婷婷
的话后袁正缺资金野翻本冶的谢某坤

不由的打起了主意遥
谢某坤对婷婷谎称其最近正

在通过电商鲁班带货卖小食品袁每
天可以赚四五百元袁一个月能赚一
万余元袁而且投资小袁收益快遥 这让
婷婷心动不已袁让谢某坤能否带着
她一起野发财冶袁谢某坤让婷婷先投
资 8 万元袁 每个月就可以赚七八
千袁信以为真的婷婷说干脆先凑个
整袁投资 10 万袁这样一个月就能赚
一万遥 婷婷将十万元钱交给谢某坤
后袁 谢某坤转手就拿去网络赌博袁
之后有以需要加大投资为由分多
次陆续共从婷婷手中骗取 25 万余
元资金遥

陆陆续续投资了 25 万元袁却
不见收益袁婷婷觉得不对劲袁要求
谢某坤将本金退回给她袁而谢某坤
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袁总是不把本
金退回袁婷婷这时才发现袁自己投
资的 25 万余元钱已经不 野理冶她
了遥 这时袁婷婷才察觉到自己被骗
了遥

2021 年 10 月 16 日袁婷婷来到
瑞金市公安局报案袁瑞金公安迅速
将谢某坤抓捕归案袁谢某坤对其实
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
前袁 婷婷被骗的 25 万余元已被悉
数追回袁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
中遥

绵塘农贸市场即将改造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10 月 19 日袁记者从有

关部门了解到袁 绵塘农贸市场改造工作即将开
始袁改善农贸市场面貌遥

在绵塘农贸市场袁记者看到袁该市场主体建
筑已完成拆除袁现场有多名工人正在对钢架进行
拆卸袁旁边还停放着运送物料的车辆遥 待物料清
理完毕后袁 将立即对农贸市场进行封闭式改造遥
在改造期间袁 为确保附近居民生产生活正常需
要袁原绵塘农贸市场经营户暂时搬迁至凯丽商业
街渊向阳南路至九香牛肉汤店路段冤经营遥 过渡期
间袁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袁暂停该路段机动车辆
路面停放和限制通行遥

提升改造完成后袁市城管局将在市场安排专
人进行管理袁加大日常保洁频次袁做到随脏随扫袁
引导市场外占道经营摊贩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袁同
时加大执法力度袁对屡次劝导拒不整改的袁将根
据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袁确保市场及
周边干净整洁袁秩序井然遥

2019 年以来袁 我市先后对城西农贸市场尧城
南农贸市场尧城东农贸市场尧绵水农贸市场进行
了提升改造遥 重点对市场内地面尧下水道尧摊位尧
管线尧消防设施尧公厕尧停车区域进行了建设完
善袁消除了农贸市场内外野脏尧乱尧差冶现象遥

黄柏中心小学院

开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本报讯 渊刘启华冤近日袁黄柏中心小学学农

基地里早晚时分活动着一群娇小的身影袁他们要
么在为刚种下的蔬菜浇水袁要么在为已成活的作
物施肥噎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袁每一张小脸上
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遥 这是该校开展劳动实践教
育活动的一个侧影遥

为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与技能袁加强校内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袁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成长袁 黄柏中心小学抓住运动场建设契机袁在
校园得以改扩的情况下袁对校园作了重新规划布
局袁从中整出一块地作学生劳动实践基地袁按班
级划分责任区块袁 分别种上不同种类的蔬菜袁让
孩子们从中体验到劳动与收获的乐趣袁并从中接
受教育遥 与此同时袁该校还要求学生在家里参与
买菜尧做饭尧洗衣服尧搞卫生等劳动袁让孩子们从
小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袁不断养成勤劳肯干的优
秀品质遥

秋收忙遥 10 月 19 日上午黄柏乡太坊村村民正在收割稻
谷遥 据了解袁今年黄柏乡大力发展水稻种植袁共种植晚稻 2956
亩袁预计总产量为 295.6 万斤遥 邵玲芳 记者刘芬摄

教科体局对口解困纾难促乡村振兴

昔日院老板带我“理财”
今朝院老板和财“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