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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意识，更
好地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
学校工作和谐、健康、稳步、有序发展，近日，叶
坪镇小学召开第二届四次教师代表大会，共商
学校发展大计。 张翠兰

★为了解“撤点并校”后群众的真实反映，
进一步做实做好教育资源整合工作，近日，黄
柏中心小学相关人员深入该乡最偏远的凯丰
村开展工作调研，从中听取了已并入中心小学
相关年级就读的学生家长的切身感受。 杨峰

★5月 16日，幸福幼儿园开展了“生活自
理，快乐自立”自理能力展示活动，目的是为了
让大班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培养其独立性、自
觉性和自信心,为其顺利迈向小学生活做好准
备。 谢艳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进一步提高青年团员的责任意识和奉献
意识，瑞金二中组织全体团员以“我的青春我
的团”为主题开展征文比赛。 刘燕玲

★市公安交管大队云石山中队走进石背
小学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进一步提升学生
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教育广大学生
自觉养成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的良好习惯，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钟盛发

★为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教育管理，提高
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师生汛期安全防
范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近日，泽覃乡中心幼
儿园开展了校园防汛应急演练。 刘娟华

★为了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让孩子养
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叶坪中心幼儿园开展

“ 童 心 如 歌 书 香 如 蜜 ”阅 读 打 卡 活 动 。
谢昌华

★5月12日，王府景幼儿园开展了防震减
灾应急疏散演练，旨在使幼儿掌握应急避震避
险的正确方法，确保在灾害来临时，能快速、高
效、有序地进行避险，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自
救互救能力。 朱晓彤

★为夯实老师消防安全知识，提高自护
自救能力，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宣教员走进
冈面乡冈面小学，为全校老师开展消防知识
培训活动。活动中，消防队员就有关生活、学
习、工作中的防火注意事项，灭火器、消防栓
的使用方法等知识进行了讲解和演示，全校
老师对灭火器械的使用进行了实操演练。

张尚德

本报讯（叶轩）听民声、察民情、
解 民 忧 ，当 好 为 民 履 职 的“ 好 近
邻”。为增进人大代表知情知政权，
凝聚合力、共促发展，连日来，各级
人大代表纷纷走进代表联络站开展
履职活动。

“谢主席、谢代表，谢排村灌溉水
源缺水，我们不能进行春耕生产，你
们可得帮帮忙啊！”这天，正是叶坪镇
人大代表联络站的选民接待日，叶坪

镇人大主席谢带金、人大代表谢远东
正在联络站接待选民，几个村民满头
大汗的跑进联络站，领头的是谢排村
村民谢宁春。原来谢排村的农田灌
溉水源是龙山水库，由于重点工程建
设，沿线水渠有多处被损毁，现正是
春耕生产时节，没有水源，无法进行
早稻种植，附近的村民急得火烧眉
毛。

听完群众反映的问题后，谢带金

立马深入实地察看，走访附近村民了
解情况，并在当天晚上召开的镇工作
例会上将察看情况反馈。叶坪镇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研究提出处理
意见，安排在谢排村打四口机井保障
附近农田灌溉，并立即动工实施，确
保不误农时。

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基层人
大代表联络站这一平台优势，使其
成为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

桥”，听取民声、反映民情、吸纳民意
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全市 17 个
人大代表联络站共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 216条。

提起今年的春耕生产，谢排村的
村民自豪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大代
表真管用，有事情，到联络站找代表
就对了！”如今，四口崭新的机井已经
投入使用，谢排村的一大片农田也已
顺利移栽上了秧苗。

本报讯（记者吴志锋 丁鑫鹏）直
播带货第一期培训班在经开区电商产
业园开课，瑞金市餐饮行业协会会员、
瑞金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会员等 30
余人参加。

培训班由网红主播孵化基地和红
井商城主办，旨在让参训学员进一步
学习职业道德、熟悉行业规则、强化社
会责任，规范全市电商直播行业风气，
提升全市电商直播行业整体竞争力。
培训班为期 3 天，邀请直播实战专家
授课，针对直播带货变现、面对镜头害
羞、带货供应链管理等问题，讲授了摄
像、建号、账号垂直度，养号技巧及风
控培训、实操指导等课程，更加重视现
场实操演示、互动问答及短视频拍摄、
剪辑发布等实操技巧，与学员们分享

了更多干货，为新人直播带货保驾护
航。

“培训让我对直播带货有全新
的认识，干货满满，收获满满。”市餐
饮行业协会会长、烹饪大师杨金庆
带着会员一起参加培训。据悉，网
红主播孵化基地座落于瑞金经开区
电商产业园，投资运营多个直播基
地，拥有近 30 间直播间、300 平方米
的培训大厅；以基地为载体，依托抖
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协同
发展，全方位赋能直播电商产业，提
供网红孵化培训、创业扶持、就业推
荐、品牌策划、引流服务等支持，定
期开展直播带货培训，为乡村振兴
孵化新农人，提高群众创业就业率，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谢康颖）为进一步加强
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
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近日，中共瑞金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专业市场综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成立大会上，就抓好小个专综合
党委工作落实提了四点意见。一要
提高思想认识，各党（工）委及“小个
专”领域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小个
专”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
做好“小个专”党建工作的使命感和
自觉性。二要夯实基础保障，在成立

“小个专”综合党委以后，市监局要探
索成立基层党建指导站，进一步完善

“小个专”党建指导体系。三要明确
目标抓落实，“小个专”综合党委要尽
快开展工作，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
任分工，推动党委日常工作的程序
化、清单化。四要聚焦作用发挥，加
强“小个专”党建工作，就是党员组织

起来，促进带头守法诚信经营，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出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大会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党员的充分酿酿和讨论，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采取差额选举办法，选举
产生了中共瑞金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专业市场综合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采取等额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中共瑞
金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
综合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
记。

新当选小个专委员会书记丁荣辉
代表市“小个专”综合党委就做好全市

“小个专”党建工作做了表态发言，一
是强化组织联建，进一步完善组织建
立，全力推进“两个覆盖”；二是推动活
动联办坚持将“小个专”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频共振；三
是加强示范联动，积极打造“小个专”
党建示范点。

本报讯（熊明建 记者 吴志锋）5
月是第八个全国“路政宣传月”。连日
来，赣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国省道路政执法四大队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守护公路安全、
争当服务先锋”主题“路政宣传月”活
动，加强公路路政法治化建设，促进公
路交通高质量发展，加强公路法律法
规宣传，提升广大群众爱路护路意识，
强化公路管理和执法服务水平。

加强“立查立纠”监督。该大队结
合路政巡查，组织执法力量对瑞金市
汽车站等客运场站疫情防控情况进行
了监督检查，筑牢辖区疫情防控防线，
重点核查瑞金辖区四个高速出入口防
疫检查点是否“一刀切”对省外车辆进
行劝返，核查普通公路上是否随意设
置防疫检查点、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
行的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等
擅自阻断甚至关闭通行的行为。通过
查纠监督和各级保通保畅有关政策宣
传，全力保障货运物流畅通无阻，服务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保通保畅”巡查。该大队落
实日常巡查制度，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上
路巡查，做到G206、G236、G319、G323
路段巡查全覆盖、无死角；坚持处罚与
教育结合，打击与宣传并重，严厉查处
各类涉路违法行为，精准宣传路政执法
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打击违法行为
的高压态势震慑危及公路安全畅通的

各类行为，用寓教于罚的双重手段增强
广大交通运输从业者的守法尊法意识，
不断改善公路交通执法环境，确保公路
通行高效畅通。5月6日开展“路政宣
传月”活动以来，共巡查公路里程285余
公里，立案查处严重污染公路路面违法
行为3起收缴罚没款1.7万元，向违法行
为人和沿线群众宣传路政执法各项法
律法规和政策100余人次。

开展“主动走访”活动。该大队结
合路政巡查，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开展
进沿线党政机关、进乡村集镇、进厂矿
企业、进在建工地、进货运场站等“五
进”宣传活动，通过与G206沿线壬田
镇、叶坪镇、武阳镇和谢坊镇，G236沿
线大柏地乡，G323沿线云石山乡建立
常态联系和联合宣传机制，深入壬田
圩、武阳圩、大柏地圩和云石山黄安圩
开展街头宣传，进入辖区渣土运输公
司和货运场站座谈交流，走进G236养
护工程项目工地宣贯政策督促规范施
工等多种方式，深入宣传了公路疫情
防控、保通保畅、交通执法、便民服务
等政策和举措，了解企业困难和群众
需求，优化执法服务措施，提升暖心服
务水平。本次“路政宣传月”活动开展
以来，共出动执法车辆 10 余车次，执
法人员50余人次，发放漫画宣传单页
300 余份、路政法律宣传手册 500 余
份、法规宣传单800余张、便民服务卡
800余张，接受咨询100余人次。

人间万事出艰辛，劳动是一切幸
福的源泉。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
勤劳动、诚实劳动，是人生出彩的金
钥匙，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经之
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
是 劳 动 创 造 的 ，社 会 是 劳 动 创 造
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
一份职业都很光荣。”人世间的美好
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
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
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
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们
耳熟能详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警
句，也从惜物的角度，提醒我们珍视
劳动的价值。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于今
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届时，劳动
将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
来 ，成 为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必 修 的 课
程。相关课程标准的施行，有益于
播撒热爱劳动的种子，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过去，一些人对劳动特别是体力
劳动的认识存在偏差。在对青少年
的教育上，社会上一定程度存在着

“重书本教育、轻劳动教育”的倾向，
甚至认为读好书、当白领，就是为了

“告别劳动”。对此，政策持续纠偏。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提出在大中小学设立
劳动教育必修课程、每学年设立劳动

周的明确要求。此次劳动课程标准
的出台，不仅对课程内容作出了规
划，而且提出了细致的实施建议，实
效值得期待。

落实落细相关课程标准，学校肩
负重任。如何创新机制、优化模式，
让劳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是一道现
实考题。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和教师
应真正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像对待
其他课程一样对待劳动课。另一方
面，要因地制宜编制课程内容，统筹
好短期的劳动技能培训和长远的劳
动精神培养，在循序渐进中真正激发
学生们对劳动的热爱。多措并举、春
风化雨，才能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在青
少年心中。

让热爱劳动的种子生根发芽，家
庭教育、社会引导不容忽视。良好的

家校互动至关重要。在学校的劳动
课程之外，家长也应在以身作则的基
础上，鼓励引导孩子力所能及做一些
家务，让他们体会劳动的乐趣，培养
孩子热爱劳动的意识。进而言之，在
全社会倡导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
让热爱劳动蔚为风尚，青少年才会在
潜移默化中深化对劳动的理解，真正
以劳动为荣。

劳动是成长成才的必修课。“伟
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强有力的
劳作培养强有力的精神，正如钻石研
磨钻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只
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才能真正理解
劳动的本质和价值，准确掌握历史前
进、社会运转的内在机理。劳动是光
荣而高尚的，热爱劳动、不懈奋斗，一
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5月16 日，2022年瑞金市文物保护专题培训班在瑞金市文
广新旅局开班。来自全市各乡镇宣传委员、文化站长等相关人
员正在听取《革命旧址的保护和利用》专题课。 朱晓明 摄

◀5 月 13 日，市商务
局、残联、特殊教育学校和
美发美容行业协会联合开
设 特 色 课 程 ，助 力“ 双
减”。该课程结合学生成
长需求和学校办学实际，
充分挖掘特色资源，开展
了美容化妆、编发美发等
多种特色课程。特色课程
在遵循学生自主选择的基
础上，老师根据学生的能
力、爱好、兴趣特点，帮助
学生选择合适的特色课程
进行学习。图为上课场
景。

谢琪 记者钟剑灵 摄

▶为提高谢
坊镇青年教师的
教学水平，促进
教师的专业化成
长，日前，谢坊中
心幼儿园结合线
上、线下组织全
镇幼儿园教师开
展 教 师 即 兴 弹
唱、讲故事、即兴
舞蹈等学科素养
和 专 业 技 能 培
训。 杨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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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劳动”这堂必修课
□柯仲甲

孵化直播网红
助力乡村振兴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
市场综合党委成立

开展路政宣传 守护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