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10 新闻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金海洋

电话：89880059

淮安市清浦小学关工委、德育处

开展冬季传染病预防主题教育活动
冬季天气多变， 时暖时寒， 是流
感、 水痘等传染病高发季节， 为了有
效防控冬季传染病的传播， 确保学生
身体健康， 近日， 市清浦小学关工委、
德育处在全 体 学 生 中 大 力 开 展 了 以
“预防冬季传染病， 增强自我保健力”
为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学校利用国旗下讲话、 健康宣传
栏、 班队会， 让学生全面了解流行性
感冒、 水痘等主要冬季传染病的传染
源、 传播途径、 预防措施和其它相关

知识。 低年级还针对学生特点， 重点
从强化学生勤洗手、 勤剪指甲、 勤洗
澡、 不随地吐痰等小事做起培养良好
的卫生习惯。
学校还开展了大扫除工作， 彻底
清扫卫生死角， 对每个教室进行消毒，
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同时加强
晨午检等检查， 及时做好登记上报。
此外， 学校提出了“每天运动一
小时， 健康快乐一整天” 的口号， 通
过强化组织大课间、 广播操， 引导每

巧手拼插

位学生主动、 积极参与运动， 并鼓励
学生多到室外开展诸如跑步、 跳绳、
踢毽子等健康有益的体育运动， 增强
学生的身体素质， 提高学生的免疫力。
一系列教育措施的采取， 提高了
全体学生冬季传染病的自我防范意识，
全面保障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营造了
文明、 健康的校园氛围。
（陈刚 张益涛）

绽放自我

淮安市清河幼儿园保育老师举行雪花片拼插比赛
为了提高保育老师的专业素养，
挖掘内在学习与创造潜力， 促进保教
配合， 以及能更好地融入到孩子们平
时的游戏中去， 展示保育老师的动手
动脑能力。 11月6日下午在清河幼儿园
四楼会议室开展了“保育老师雪花片
拼插比赛活动”。 本次比赛以年级为单
位， 材料以雪花片为主可适当添加辅

助材料， 时间为一小时， 老师们能结
合 生 活 ， 分 别 以 “健 康 环 保 绿 色 出
行”、 “
都市文化现代交通” 和“梦幻
家园” 为主题， 充分发挥想象力， 全
神贯注、 动作娴熟地进行拼插， 通过
精心的合理拼插， 和谐的色彩搭配，
最终完美的将雪花片作品立体地呈现
出来。 每件作品都展示着老师的巧手

人人参与

精心， 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赢得
领导和评委老师们的齐声赞叹！ 本次
比赛不仅给老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的平台， 更增进了老师们之间团结
互助精神和彼此感情升华。 从而更好
地提升幼儿园的保教水平！
（胡 梅）

精彩绽放

本次竞选的16位候选人， 分别来自各
级部， 先由各级部进行第一轮选拔，
再到学校进行决赛pk, 决赛现场共分
竞选演说、 才艺展示和现场拉票三个
环节， 最后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投票选
出10名选手加入校学管会。
淮安市深圳路小学近几年来， 一
直重视培养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工作能

力， 自从学校去年成立了学生自主管
理委员会以来， 各位学管会成员认真
负责， 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很好地履
行了自己的职责， 提高了他们的管理
能力和参与管理意识， 各位成员在不
同的岗位上焕发精彩！
（田宁东）

淮安市清河机关幼儿园

关注消防
为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宣传工作，
提高孩子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预防火灾
的能力。2017年11月9日下午，清江浦消
防支队利用移动宣传车到清河机关幼
儿园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平安你我

活动中消防员通过火灾警示教育
片、消防知识宣传片等视频方式对幼儿
进行消防知识宣传。 同时，宣传人员还
现场讲解、演示了火灾中绳子的使用方
法。活动过程中每个孩子都全神贯注的

开展园本艺术特色研讨
为深入贯彻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 和课程游戏化精神， 进一步丰富幼儿园艺术内涵， 加快提升
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 促进幼儿健康和谐成长。 11月9日上午， 我
园面向山西省国培班成员开展了幼儿园艺术特色工作交流研讨活
动。
活动中， 园长介绍了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和园所文化， 带领老师
们参观了园所艺术环境和各班孩子们音乐特色活动， 观摩了大班集
体舞、 中小班音乐游戏、 教师乐队展示等， 最后将我园多年来艺术
特色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工作进行了详实的汇报。 整个活动艺术特色
渗透在环境中、 活动中、 汇报中， 得到了山西国培班成员的一致好
评。
活动的开展， 推动了我园艺术教育工作的发展， 为地域之间的
交流搭建了互动的平台。 我们将继续结合发展中的问题， 结合其他
优秀园所的宝贵经验， 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董小姣）

淮安市清河新区幼儿园

开展“119·对我说”活动

淮安市深圳路小学举行第二届学管会委员暨大队委竞选
2017年11月10日下午， 淮安市深
圳路小学在报告厅举行了学校第二届
学管会委员暨大队委竞选活动。
深小学管会举行竞选活动是为了
增强少先队员的参与意识、 民主意识、
竞争意识、 自我管理意识。 本次的换
届选举， 旨在选出最优秀的少先队员
担任学管会委员暨大队委职务。 参与

淮安市深圳幼儿园

投入其中。相信通过此次消防宣传活动
的开展， 定会增强孩子们消防安全意
识。
（开清 刘敏）

为帮助幼儿树立安全意识， 了解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 淮安市
清河新区幼儿园各年级组于2017年11月9日上午开展了“119·对我
说” 的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教师们根据个年龄段幼儿的特点设计活动内容， 利用多媒体教
学， 组织幼儿观看消防安全教育片， 通过游戏的教学法， 让幼儿认
识灭火器， 消防栓以及它们各自用处， 懂得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为幼儿的生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 让我园的幼儿安全健康成长。
(胡巧)

清浦幼儿园

大班幼儿参观消防队
为增强孩子的消防安全意识， 帮助师幼掌握基本的消防常识，
提升消防安全认知水平。 11月9日上午， 清浦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在老
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城西消防队， 受到了消防官兵的热烈欢迎。 小朋
友们首先参观了消防车及各种消防器材， 随后消防员叔叔详细地讲
解了各种消防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并让孩子们亲自穿戴了消防
个人防护设备， 小朋友都十分的开心和激动。 通过一个上午的参观
活动， 使孩子们直观、 真实地了解了消防车、 消防工具， 提高了孩
子们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消防队员们勇敢、 守纪的品质
也将激励着孩子们健康成长。
（孙颖）

淮安市实验初级中学

党支部集中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
11月9日，淮安市实验初级中学
党支部集中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摘
要。 会议由该校党支部书记张文斌
同志主持， 支部副书记胡云同志主
讲。
该校支部创新学习方式， 自我
加压，在支部成员原原本本读报告、

学报告基础上， 将十九大报告内容
提取50点集中学习， 促进党员干部
进一步认真学习报告原文、 准确把
握精神实质，确保真学真悟。
该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张文斌
同志要求支部全体党员同志进一步
提高认识、明确要求、拟定计划、科

学安排， 聚焦学懂弄通做实狠下功
夫， 努力将学习十九大精神引向深
入，立足本职工作，全面提升作为党
员同志的服务意识和引领作用，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
（胡云）

淮安市实验初级中学

举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11月9日下午4:30， 淮安市实验
初级中学举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特别邀请了城南消防中队王海指导
员来主讲，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全体
班主任、 初二年级全体学生参加了
此次讲座。
此次讲座， 重点普及容易引发
火灾的消防安全隐患。 高楼发生火
灾自救、家庭电器设施、设备正确使
用、煤气、天燃气安全使用、火情紧

急情况处置、自救与报警、鉴别灭火
器是否有效和正确的使用方法、火
灾应急疏散等常识。
讲座中， 王海指导员通过生动
的讲解并结合全国各地火灾案例及
ppt图片、视频播放，这些触目惊心的
火灾场面， 让参加聆听讲座的每位
人员深刻感受到火灾的无情及掌握
消防安全知识的必要性。
安全工作一直都是市实验初级

中学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次讲座，
不仅提高了师生的消防观念， 提升
了消防水平和技能， 同时也让大家
深刻认识到关注消防、 珍爱生命的
重要性。 该校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校
园、 班级及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工
作，排查一切安全隐患，做到以预防
为主，防消结合，创建平安校园。
（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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