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野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冶第五榜
人选揭晓

我市一老师入选
本报讯 渊记者邓浩亭冤近日袁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尧

江西省教育厅尧江西省教育工会公布了江西省野新时代学
生心中的好老师冶第五榜宣传推介人选袁瑞金第一中学老
师温庆文名列其中遥

带着对家乡的情怀袁 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袁2009
年袁温庆文江西师大毕业后袁便选择回家乡瑞金做一名普
通老师遥 2020 年延迟开学期间袁温庆文主动带头袁放弃春
节休息袁主动承担文科数学的线上教学任务袁每天为 900
多名学生上网课遥 课前袁他精心准备袁提前准备好教具袁为
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袁 每节课都特地跑到学校用黑板上
课曰课前 15 分钟组织学生签到打卡袁确保每一名学生都
参与网课遥 同时袁他还布置网上作业袁做到全批全改袁在线
答疑袁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学习纪律遥 另外袁他还不定期组
织召开家长会袁 开展学生心理疏导袁 开展网上教学研讨
噎噎钻研教材尧制作课件尧直播教学尧网上教学管理尧作业
布置与批改等袁工作压力大袁问题层出不穷遥 他克服了重
重困难袁确保了教学质量遥

野雄关漫道真如铁袁而今迈步从头越冶袁温庆文说袁他
将继续在瑞金教育沃土上用心耕耘袁 深情守望袁 不忘初
心袁探索创新袁静待桃李缤纷每一年遥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
寒假时间公布

本报讯 渊记者邓浩亭冤记者从市教体局了解到袁2021-
2022 学年度上学期寒假及下学期开学工作的安排已正式
出炉袁小学尧幼儿园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举行休业式袁寒
假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0 日-2 月 14 日曰 初中尧 高中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举行休业式袁 寒假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3 日-2 月 14 日遥

下学期开学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 渊农历正月十
四日冤 教师到校袁 做好开学准备工作袁2022 年 2 月 16 日
渊农历正月十六日冤学生开学报到袁2 月 17 日渊农历正月十
七日冤正式上课遥 各民办幼儿园参照执行袁各校不得擅自
更改放假和开学时间遥

荩为使野双减冶工作有效落地袁切实落
实野立德树人冶根本任务袁红井小学为孩子
们提供了丰富的课程遥 瞧袁在每周的劳动
实践课上袁 孩子们在菜地实践园中锄地袁
拔草袁施肥袁在亲近自然中提高动手能力袁
增长劳动技能袁 体验劳动的收获与快乐袁
感受劳动创造的喜悦和幸福遥 图为学生正
在实践园劳动遥 李翔 摄

他山之石

野双减冶政策实施以来袁南昌高新区
艾溪湖第一小学充分利用课后托管服务
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尧艺术尧劳动尧
阅读及社团活动袁 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的同时袁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袁让学
生学有所长尧学有所得遥

每天下午 3 点 30 分放学后袁南昌高
新区艾溪湖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万嘉豪
都会第一时间来到科学教室袁 和小伙伴
一起进行手工制作尧科技探索等遥南昌高
新区艾溪湖第一小学学生万嘉豪说院野我
非常喜欢这门课程袁既动手又动脑袁学会
了制作很多模型遥 冶

据南昌高新区艾溪湖第一小学科学
老师胡懿介绍袁整堂课孩子们非常高兴袁
特别活跃袁 每一次做完一样作品之后都
是那种满满的成就感遥 开设这门课程对

于孩子而言不仅动手而且动脑袁 同时还
学会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科学知识袁对
他们以后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遥

为落实国家野双减冶政策袁南昌高新
区艾溪湖第一小学学校围绕时间尧空
间尧内容尧人员配置方面做好统筹优化袁
不断完善课后托管服务管理平台研发袁
逐步实现自主选课尧报名尧满意度测评
等功能曰同时袁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袁开设
书法尧绘画尧拉丁舞尧篮球尧跳绳尧航模尧
美术等学生社团遥南昌高新区艾溪湖第
一小学学生涂心怡说院野老师教会我们
传球和运球袁马上就是冬奥会了袁我也
体会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袁还有热
爱运动的精神遥

学校根据各年级学生在校时间袁灵
活制订课后服务计划袁 形成弹性放学方

案袁 家长可以根据孩子发展需要和家庭
实际情况进行自主选择尧自由组合袁避免
了野一刀切冶式课后服务遥 学校还盘活家
长的资源尧社会志愿者的资源袁融合打破
学科尧教室尧校园的壁垒袁以校本课程和
兴趣社团为基础袁 开发出丰富多彩有吸
引力袁 教育性与趣味性并重的课后服务
课程遥 联合高校开展野党史进课堂冶活动
很受欢迎袁大学生志愿者教唱红歌尧开展
红色知识问答袁 帮助同学们了解伟大建
党精神的丰富内涵遥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志愿者李佳颖认为袁 在志愿服务活
动中袁向小朋友们作党史宣讲袁讲到了金
色鱼钩的红色故事遥 宣传了革命先烈的
红色事迹袁 让大家了解现在生活的来之
不易遥

来源院江西教育电视台

政策直通

绎1 月 5 日袁 锦绣花园幼儿园组织人员对
该园的用电设施进行全面排查袁及时联系维修
人员对存在隐患的用电线路尧设施设备进行维
修袁确保师生用电安全遥 曾友华 钟欢 摄

绎1 月 5 日袁 赣州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来
到叶坪马山小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遥
通过本次专题讲座袁 教师们不仅掌握了丰富的
消防安全知识袁 还学会了科学灭火和逃生自救
的方法袁有效提高了自救互救能力遥 刘新星

绎1 月 4 日袁 城北片区幼儿园自主游戏教
研活动举行袁片区内幼儿园园长及骨干教师参
加活动遥 本次活动开展了户外大运动尧野战营尧
娃娃家尧 户外建构游戏等户外自主游戏研讨袁
有效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 袁力求让每个孩子在
玩中学尧学中玩尧玩中出创新袁真正实现户外自
主游戏对孩子各方面发展的作用遥 罗婧

绎近日袁红井幼儿园赴新蕾分园开展结对
帮扶送教活动遥 活动在轻松愉悦的音乐欣赏和
有趣的音乐游戏中进行袁 活动气氛热烈活泼袁
充分体现了自由尧自主尧愉悦尧创造的教学方式
和以游戏为主的教育观袁体现了总园对帮扶园
所的引领尧示范作用遥 杨甜甜

绎为了大力弘扬时代新风袁激发更多人加
入到志愿服务中袁 促进家校合作持久深入,近
日袁井冈山小学举行 2021 年度野最美家长志愿
者冶表彰大会遥 廖丹丹

绎大柏地乡中心小学近期以班级为单位
召开了反恐主题班会袁观看反恐宣传片和微视
频袁同时通过野小手牵大手冶的形式袁让家长与
孩子们一同接受反恐安全防范教育遥

蔡升权 林钰雯

绎1 月 5 日袁万田乡中心小学组织学习叶家
庭教育促进法曳袁 与家长共同建设法治学校和
法治家庭遥 刘文超

绎为落实野双减冶政策袁带动村完小打造高
效课堂教学袁武阳镇中心小学近日派出多位优
秀教师深入该镇凌田小学上示范课袁帮助解决
野双减冶形势下课堂教学遇到的新问题遥 赖宁

绎近日袁黄柏中心小学开展教师教学基本
功考核袁 全乡 18 名新教师参加了无生模拟课
堂展示及三笔字测试遥 刘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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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和
应用的重要举措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落实全国语言文
字会议精神部署要求袁进一步落实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曳袁在广泛调研尧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袁教育部
部长怀进鹏于近日签发第 51 号教育部令袁 颁布新修订的
叶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曳渊以下简称叶管理规定曳冤遥 此次
修订旨在解决制约普通话水平测试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袁
着力提高测试管理的科学化尧规范化水平袁提升测试服务能
力遥

叶管理规定曳进一步完善测试管理体系袁明晰各级语言
文字工作部门的管理职能和测试机构的工作职责遥 叶管理规
定曳规定普通话一级甲等须经国家测试机构认定袁一级乙等
及以下由省级测试机构认定袁 并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的颁发机构由省级语言文字工作办事机构统一变更为国
家测试机构袁增强了专业测试的统一性尧权威性遥

叶管理规定曳明晰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袁完善权

利保障和法律责任遥 首次对测试员和考务人员的权益保障
作了明确规定袁 并增加对测试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理规定遥
叶管理规定曳还建立应试人申诉机制袁规定应试人对测试成
绩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袁明确复核申请提出时间尧接受单
位袁受理及作出决定时限等遥

叶管理规定曳提出一系列便民新举措遥 删除两次测试间
隔时间的要求袁扩大测试服务供给曰取消属地报名要求袁明
确应试人可根据实际需要袁就近尧就便报名参加测试曰针对
残障人士的实际需求袁强化对特殊人群的语言测试服务曰明
确在境内学习尧 工作或生活 3 个月及以上的港澳台人员和
外籍人员可自愿申请参加测试曰增加电子证书相关规定袁明
确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遥

叶管理规定曳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遥下一步袁
教育部尧国家语委将修订研制等级证书管理办法尧测试工作
队伍管理办法以及视障尧 听障人员测试管理办法等配套文
件袁完善测试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袁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袁
健全工作机制袁提升测试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遥 教育部官网

本报讯 (记者邓浩亭)1 月 3 日袁瑞金
市日东乡贡潭小学尧陈野小学的 80 名农村
娃袁 从志愿者手中接过爱心人士捐赠的温
暖包袁这个冬天暖和多了遥 当天袁由市委组
织部尧市民政局尧团市委尧日东乡人民政府
和红都义工志愿者联合会共同组织的壹基
金温暖包发放活动在校园内举行袁 这是农
村娃收到的最好新年野礼物冶遥

温暖包发放是红都义工专门为农村娃
量身定制的公益活动袁2017 年开始实施袁
到 2021 年已经实施了 5 年袁 发放了 2116
个温暖包袁覆盖丁陂尧瑞林尧日东尧万田尧谢
坊等乡镇遥 野每年冬季袁我们红都义工志愿

者联合会都会向全社会发起爱心捐款袁然
后购买温暖包发放给农村娃袁帮助他们抵
御严寒袁温暖过冬冶红都义工志愿者联合
会会长刘立明告诉记者袁野温暖包还得到
了深圳壹基金的支持袁瑞金爱心人士或企
业每捐赠一个温暖包袁 深圳壹基金按照 1
比 1 的方式配套捐赠一个温暖包遥 对于捐
赠者来说袁捐一个温暖包袁就有 2 个农村
娃受益遥 冶

今年袁 温暖包发放公益活动同样得到
了爱心人士尧爱心企业的支持袁不到一个月
时间袁就捐赠到 205 个温暖包袁价值 15 万
元遥在志愿者的努力下袁目前袁410 个温暖包

已经发放到位袁足迹遍布泽覃尧武阳尧日东尧
黄柏尧叶坪等乡镇的农村学校遥

在发放现场袁 农村娃领到爱心温暖包
后非常开心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袁第一时间
穿上了温暖包里的衣围巾尧帽子尧手套等袁
感受冬天里的温暖遥 日东乡陈野小学学生
陈梦期说院野红都义工给我们送来了温暖
包袁内心非常感动袁要从现在开始袁好好学
习袁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袁并将这
一份爱心传递下去遥 冶

野感谢好心人袁有了你们的关爱袁我们
的生活得到改善遥 冶武阳镇凌田小学学生谢
华姿表示袁要努力学习袁励志成材袁长大以

后要积极回报社会尧回报好心人遥
在采访时袁 泽覃东州春蕾小学校长刘

起莹说院野这次捐赠活动袁 给学生们带来的
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袁 更重要的是从精神
上给予的鼓舞遥 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爷袁相
信受助的学生会加倍珍惜学习机会袁 将来
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袁 用丰厚的知识
和爱心回报社会袁 回报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人遥 冶

野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这一
公益活动中来袁为更多的农村娃带去温暖袁
送去关爱遥 冶红都义工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刘
立明说道遥

爱心人士倾情捐助
19名孩子收到助学金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近日袁文明瑞金志愿者联合
会与爱心人士在文化艺术中心开展主题为 野温暖小手
关爱留守儿童冶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袁为 19 名孩子送上
助学金袁爱心人士尧上饶市政协委员陈文旺参加捐赠活
动遥

据了解袁这 19 名孩子有的是孤儿尧有的家庭经济较
为困难袁还有的身患残疾袁均属于弱势群体遥 陈文旺是上
饶市政协委员袁目前在我市创业袁在事业发展的同时袁他
热衷于公益事业袁特别是在捐资助学上倾注了许多心血遥
活动中袁 陈文旺和志愿者为 19 名特殊孩子送上助学金袁
总金额 2 万余元遥 他们今后还将定期慰问尧陪伴孩子们袁
开展学业辅导和心理调适遥

受捐助的同学们纷纷表示袁 将怀感恩之心袁 努力学
习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之人袁学业有成后将爱的接力棒传
承下去遥

据了解袁为更好帮群众办好微实事袁上饶市政协委员
陈文旺带动其它爱心企业袁 共为江西省内外 560 多名特
殊儿童捐资助学袁捐款价值 68 万元袁切实发挥了政协委
员在推进为群众办好微实事的积极作用袁 向全社会传达
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袁树立了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袁扩大
了政协委员的社会影响力遥

农村娃心里暖洋洋
我市持续开展送温暖活动

南昌高新区艾溪湖第一小学院

特色活动 助力“双减”

教育部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2022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茛近日袁解放小学开展以野寻访红色印记 赓
续红色血脉冶为主题的红色研学活动袁引导学生缅
怀革命先烈袁传承革命精神袁厚植爱党尧爱国尧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遥 图为该校学生在云石山重走长征
路遥 杨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