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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在淮阴中专举行
晚报讯 11 月 9 日上午，2017 年淮
安市第十二届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农机具
维修、 装配钳工项目比赛开幕式在淮阴
中专举行。市教育局副局长程永清、裁判
长王华、李伯奎，淮阴区教育局副局长汤
永，淮阴中专校长吴洪军出席，开幕式由
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室主任朱士玉主持。
淮阴中专校长吴洪军致欢迎词。 市
教育局副局长程永清做了重要讲话。 他
指出， 当前， 职业教育进入全面提升质
量、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认真
贯彻十九大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精神，
切实加强内涵建设， 加快培养一大批具
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他
希望大赛组委会统一领导， 各方面协同
努力，精心组织，为参赛师生提供一个切
磋技艺、公平公正、共同提高的平台，产
生更多的技术技能成果， 涌现更多的技

能之星， 向社会传递职业教育的“正能
量”，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不唯学
历重能力”的良好氛围。 他强调，全市职
业学校要把技能大赛作为职教改革的衡
量尺、风向标和推进器，进一步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 在发展能力和培养质量
上争取有新的突破。 为此，他要求，一要
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 二要加强双师型
队伍建设；三要深化校企合作；四要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 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
确领带下， 淮阴中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办学设施不断
改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不
断提升。 2017 年，对口高考本科达线 63
人，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技能大赛省赛夺
取“
1 金 4 银 4 铜”，房娟老师获得服装
设计项目教师组一等奖第一名的骄人成
绩。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的举办，是我国职

人民小学开展“
校际联盟
晚报讯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做到
教育资源共享，加强城乡校际交流，引领
教师共同成长，11 月 10 日下午，人民小
学与盐河中心学校进行了一次校际联盟
教学交流活动。
人民小学王亚青老师执教了一节数
学研讨课《平移和旋转》，谢婷婷老师执
教了跟上兔子系列绘本 《 we want to

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 我市
举办技能大赛已有十二年的历史， 多年
来， 我市切实将技能大赛作为检验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的标尺， 不断完善技
能大赛的制度设计， 推进技能大赛学校
以及专业的覆盖率， 锤炼和提升了广大
师生的意志品质、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
此次第十二届全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共有 13 所职业学校， 近千名选手分中
职、高职、教师三个组别在 9 个赛点展开
角逐， 这将是对我市职业学校教学质量
和师生精神风貌的一次大检阅、大展示。
开幕式上， 参赛选手代表淮阴中专
高君昊， 裁判代表李伯奎作了诚信表态
发言。
最后， 市教育局副局长程永清宣布
2017 年淮安市第十二届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淮阴中专赛点的比赛开幕！
（徐勇 尹莉丽）

大爱超市”系列活动

be supermen》， 两位老师分别根据学科
特点，本着“以生为本”教学理念，运用现
代技术手段，展示了两节扎实高效、精彩
纷呈的课堂教学。课后，两校听课老师分
别对两堂课的教学理念、 教学设计和课
堂生成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讨论。随后，
两校关工委还就下一阶段的校际联盟活
动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本次校际交流活动给两校年轻教师
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增进了学校
间友谊，增加了教师间的了解，也为两校
“校际联盟，大爱超市”活动的开展拉开
了序幕， 为今后两校联盟开展进一步的
合作奠定了基础。
（张星）

清河实小组织教师学习十九大精神
晚报讯 为保持全体党员教师在思
想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近日，淮
安市清河实验小学召开全体党员教师
会，共同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会上， 学校校党支部书记刘须锦带
领党员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会议所作报告的主旨精神， 并表示
学校党支部将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接下来党务工作的重点，

将陆续开展一系列学习党的十九大的主
题活动， 并引导党员教师们以十九大的
精神为指针， 将新时期的任务在自己的
工作中贯彻实施，教好书育好人，以实际
行动向十九大献礼。 他还指出，党员教师
不仅是学生中的榜样， 还要做其他非党
员教师的榜样， 党员教师们务必要发挥
好模范带头作用， 做学校建设与发展队
伍中的排头兵。

通过本次活动，党员们倍感振奋，对
自己的工作充满干劲， 纷纷表示要坚决
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工作、力争上游，多
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 为身边的同事树
立榜样，时时事事都要传播正能量，与时
俱进，做胸怀大局的新时期党员。
（马晓妮）

新民路小学强化安全教育
晚报讯 冬季已悄然来临， 为了使
学生及时掌握冬季防流感、防火、防电、
防交通安全尤其是防水痘等知识， 提高
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市新民路小学
于近期开展了主题为“
强化安全教育，共
建和 谐 校 园 ” 的 冬 季 安 全 教 育 周 活
动。
一是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校园

冬季安全大检查， 学校安全处梳理排查
安全隐患，并限期学校总务处及时整改。
二是做好学校安全教育和防火安全演
练。学校根据季节特点，对学生集中开展
了防火防震、防煤气中毒、防交通事故、
防水痘等传染病等为重点的安全知识教
红领巾”
育。 学校政教处还通过周五的“
广播，周一国旗下的讲话、周五主题班会

等形式，宣传防水痘等安全防患知识，以
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提高师生防范
各类灾害的应急自救自护能力。
新民路小学通过开展主题安全教育
周系列活动， 为学校广大师生创建了一
个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擎起一片安全的天空。
（王帆 汪静东）

浦东实小开展消防系列宣传活动
晚 报 讯 11 月 9 日是全国消防宣
传日，浦东实验小学举行主题为“关注消
防、平安你我”的消防宣传系列活动。 此
次活动准备充分、精心策划，程序安排合
理到位，取得预期成效。
周一班会课时间， 各班认真组织学
习《小学生民防知识》，安全处做好全国
消防日宣传课件。 班会课上班主任带学

生认真学习， 教给学生掌握逃生自救互
助技巧。
11 月 9 日上午，学校举行了消防疏
散演练。 警报声响起时，学生们在疏散中
猫着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直接从教室
前后门跑出去，边跑边成队，快速下楼，
使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疏散。 楼层安全员
尽职尽责守护岗位， 确保疏散过程中的

安全。 下午第一节课，班主任带领学生认
真观看《119 对你说》消防主题影片。
此次消防安全活动， 受到全体师生
的高度重视，为学校的安全发展、和谐发
展、建设安全文明的校园打下坚实基础。
（王抒芳）

和平中心学校开展金秋阳光体育活动
晚报讯 为丰富教职工的业余文化
生活，倡导“每天健身一小时，健康生活
一辈子”的健康生活理念,学校工会开展
了金秋阳光体育活动。
本次活动以教职工跳绳、 拔河比赛
为主。以年级组为单位分组，项目有一分
钟跳绳、集体跳绳、八字绕环形式跳绳，

比赛中， 教工们个个精神饱满， 动作灵
活，现场气氛非常活跃。重头戏是接下来
的教职工拔河比赛，由小学部、中学部各
选十名男教师十名女教师进行比赛，选
手们个个咬紧牙关， 手紧握绳子， 脚蹬
地，身体使劲往后倾。一旁的啦啦队员们
为自己的队员加油鼓劲。呐喊声，欢笑声

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充分展现和平中心
学校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该校工会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增强
了全校教职工的责任心和凝聚力， 促进
学校健康和谐发展。 （王超）

淮阴实小重视消防教育
晚 报 讯 2017 年 11 月 9 日是全国第 25 个“
119 消防
日”，为了帮助师生了解消防安全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传播消防文化，淮阴实验小学安全处邀请消防大队官兵来校
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教育课，增强广大师
生消防安全意识和预防火灾能力，营造和谐的校园消防安全
环境。
活动中， 官兵向学校师生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生
活中如何预防火灾、火灾发生后如何报警、如何扑救初期火
灾、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和如何逃生等与师生们日常学习生活
密切相关的各类消防安全知识，解答了师生提出的消防安全
疑问。 活动现场气氛相当活跃，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
问题，消防官兵针对学生的提问一一耐心解答。 随后，消防官
兵向师生讲解了干粉灭火器的操作使用方法，并邀请现场师
生亲身体验使用灭火器灭火的过程，师生们踊跃参与，纷纷
轮流上阵亲身体验使用灭火器扑灭明火。（陈松胜 王明明）

淮阴小学举行技能培训
晚 报 讯 近日，淮阴小学语、数、英老师齐聚报告厅，参
加“四人小组如何互学”——
—淮阴小学“学本课堂”小组合作
学习技能培训活动。
学校张妍老师以“四人小组如何互学”为切入点，结合数
学课堂教学案例，为现场老师带来一节课。 活动最后，该校翟
建明校长、曹金贵主任对活动作了细致地指导，给教师们指
明了方向。 从教研活动到技能培训，学校一步步推进“
学本课
堂”改革，不断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力争走在改革的前
列，真正实现课堂教学新突破。 （曹金贵 张妍 胡永燕）

淮阴实小西校区
做好扶贫助困工作
晚报讯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淮阴实小
西校区十分重视扶贫助困工作，其具体做法是：在全校学生
中进行地毯式排查，把贫困生的资料建档归案，做到扶贫重
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 让每一位教师与贫困生结对子，
做到精准扶贫，有的扶贫，长期扶贫。 务必把扶贫工作做精、
做细、做实，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每逢节日，给贫困的孩子
送去慰问金， 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激
励他们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
(曹今芳 吴宣锜 杨波)

金榜幼儿园开展防拐防骗教育
晚报讯 安全工作是幼儿园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
了增强每一位幼儿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金榜
幼儿园于 11 月 8 日开展了防拐骗演练活动。
演练结束后，发现大部分孩子很轻易地就跟着陌生人走
了，缺乏防骗意识。 为了，进一步加强孩子的防拐防骗的意识
和防范能力，幼儿园举办“关爱儿童，防拐防骗”主题讲座活
动。 活动针对幼儿缺乏基本生活经验，对形式多样的骗术分
辨能力差等特点，采用看视频、讲故事、谈话及角色游戏等方
式来进行，引导幼儿正确认识被拐骗的危险性，认清骗子拐
骗的常用方式并如何识破。 孩子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孩
子被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所以为了孩子的安
全，幼儿园将加大力度做好这方面的安全工作。 （唐笑）

武墩中心学校参加
“区长杯”校园足球赛
晚报讯 淮安市武墩镇中心学校小学部足球队于 11 月
4 日和 5 日，参加了清江浦区 2017 年“区长杯”校园足球比
赛，其中女子足球队取得了全区第四的好成绩。
在两天的足球比赛中，虽然有些队员们因为是第一次参
加比赛，心情比较紧张，带球传球不是非常精准，没有完全发
挥出平时训练中应有的水平。 但队员们都怀着必胜的信心投
入比赛，落后了不气馁，摔倒了爬起来，勇于拼搏，锲而不舍
的去投入比赛。 比赛中一名男生，三名女生受伤，让人肃而起
敬的是她们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还顽强地投入比赛，她们这种
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让当时在场围观的所有人情不
自禁为她们鼓掌！ 比赛过程中，队员们按照教练赛前布置的
技战术要求，全力打好每一分钟，不放过每一个进球的机会，
队员们都赛出了自己的水平。 （张加园 朱尔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