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 灿 文/图）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的

沟通，缩短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彰显学校的办学思想和

理念，展示师生风采，关注孩子健康成长，创设和谐育人的氛围，办百

姓身边好学校，15日—17日，板桥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这次主要开放是一、四年级的课堂教学。15日一大早，各班家

长便来到学校，在指定位置领取了凳子和《家长意见反馈表》后，直

接进入所在班级聆听教师们课堂教学。课堂中，教师循循善诱，孩

子们积极发言，给家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家长参观校园文

化建设、功能室建设和学生食堂，班级文化氛围建设，观摩防溺水签

字活动、教师获奖展示、教学成果展示、学生获奖展示等。了解学校

教育教学的要求，家长与老师现场进行交流。老师虚心听取家长的

宝贵意见。

活动结束后，许多家长都说：“这样的活动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

老师的辛苦，感受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和孩子是如何在老师的教育

下逐渐成长的，我们对老师更理解了。”

据悉，此次活动展现校园风貌，展示师生风采，让家长亲身经历

子女在校的学习和生活。走进学校，参与评价；走进教室，关注教

育；走近孩子，倾听心声。利用“开放日”这一载体，加强沟通，调动

家长参与学校、参与班级建设的积极性，吸纳家长的合理化建议，推

进家校积极互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板桥小学：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加强家校沟通交流

家长参观院校感恩文化建设。 学校党支部书记林易峰作学生心理健康讲座。

家长走进教室聆听教师课堂教学。

本报讯（记者 杨 雪 文/图）5月13日，永

川中学党委开展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共

筑教育梦”学校民主党派教师走进重庆特园、

桂园、周公馆教育实践活动。

当天，永中组织民进、民盟、致公党的部分

教师走进中国唯一的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特园参观学习，随后，又参观了桂园、周公

馆。大家一面参观，一面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解

说，观看展柜里的文物史料。通过观看陈列展

览，民主党派教师们全方位了解了各民主党派

成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以及民主党派与中国

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辉历史。

大家表示，一定追寻前辈们的光辉足

迹，不忘初心跟党走，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

为学校的教育发展，更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梦

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共筑教育梦

永川中学教师走进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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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日，区教委机关第一党支

部、区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党支部、双

石小学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为“践行两

会精神，深化特色发展”的主题党日活

动。区教委机关第一党支部的党员们

走出机关办公室，通过实地调研双石小

学校园文化建设、送体育示范课进校

园、集中学习交流等活动，进一步深化

学校特色品牌发展，奋力实现新作为，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地查看促进发展
当天下午，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杨金

才率区教委机关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

深入双石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校园文化

建设、党建工作等，听取了学校负责人

的情况介绍，了解学校发展状况。

“双石小学的体育特色，亮点鲜明；

学校构建的‘3456’党建模式，把党建工

作与学校教育教学相融合非常不错。”在

实地查看过程中，区教委机关第一党支

部的党员们边走边看，并就如何抓好学

校的体育特色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守住

师德法纪底线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双石小学校长张明川表示，区教委

机关第一党支部党员干部的“支招”，对

我们双石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很有帮

助，让我们的工作方向更明确，工作劲

头更足了。

体育示范课进校园
“这一轮，同学们带着球找到放有3

个绿色小盘子的位置，大家要注意安

全，互相配合行动！”在双石小学的上操

场，红河小学的袁勇老师正在发号施

令，哨声一响，双石小学四年级三班的

同学们奋力奔跑、带球、找点。

而在双石小学的下操场，区青少年

儿童体育学校的体育教师蒋兆云正带

领双石小学五年级一班学生开展热身

运动、学习田径运动知识。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在学习田径运动知识后，蒋兆云

教师与孩子围成一圈做游戏，有趣的互

动让孩子们的热情高涨。

下课后，四年级学生王兴仪告诉记

者：“这堂课非常有意思，老师既教给了

我们田径运动知识，又让我们玩得很开

心。这种在玩中学的方法太好了，让我

这个不善于运动的人，都喜欢上了运

动。”

集中学习催人奋进
在观看完体育示范课后，区教委机

关第一党支部、区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党支部、双石小学党支部的党员们齐聚

双石小学多媒体教室，共同学习新《宪

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

活动中党员们纷纷表示，当前，永

川正全面对接落实“三大攻坚战”和“八

项行动计划”，我们要不忘初心、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更富激情、更有成效地搞

好教育教学工作，以优异成绩向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奋力开创“兴业兴

城·强区富民”新局面。

活动中，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杨金

才结合区教委机关和双石小学的工作

实际，就提升办学品位，打造特色品

牌，团结一致、沉心静气推动教育发展

提出了新要求；区教委入党积极分子

张璇、双石小学党支部党员赵德利、区

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肖洋

等作了交流发言；区青少年儿童体育

学校还向双石小学资助了二万元青少

年体育经费。

下基层 听民意 促特色 助发展
——记区教委机关第一党支部、区青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党支部、双石小学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 张 玲

本报讯（记者 张 玲

通讯员宋世海 刘畅）“你

对学校党政领导的意见和

建议是什么”“同学，你对

任课老师有什么意见”“学

校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是

怎样开展的”“制约学校发

展的症结在哪里”……

按照区委办、区府办

《关于深入开展兴调研转

作风促落实行动的通知》

要求，区教委启动机关干

部职工深入学校开展兴

调 研 转 作 风 促 落 实 行

动。连日来，区教委机关

全体干部职工纷纷走进

学校，以求深、求细、求

精、求准的工作作风，认

真听取学校班子成员、教

师、家长和学生的声音，

掌握真实、鲜活、充足的

第一手材料，积极为学校

发展排忧解难。

区委教育工委、区教

委对机关干部职工调研工

作高度重视，科学安排调

研时间、精心设计调研内

容，通过以问学校班子成

员、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

“三必问”，巡查校园周边

环境、学校消防地质情况、

师生食堂卫生、校容校貌

的“四必巡”，查政治学习

情况、学校党政领导履行

从严治党职责落实、安全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意识

形态管控、师德师风建设

的“五必查”，采取集中座

谈、个别走访、问卷调查、

现场察看、比较调研等方

式，全面了解情况，努力增

强调研的广度和深度，进

一步摸清学校实情和发展

现状。

连日来，机关调研人

员带着问题沉到基层学

校，直面基层学校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问题，认真听

取和收集学校教师、党员

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到调

研工作的全面性和具体

性，确保了调研的深度。

目前，区教委机关干部职

工 到 校 调 研 达 220 人

（次），已收到富有实效性

和针对性的调研报告 90

余份，通过成果转化方式，

更好地为区委教育工委和

区教委决策服务。

区委教育工委、区教

委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样

的调研活动，能及时了解

学校阶段性重点工作，及

时收集师生、家长对学校

办学及区域教育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积极挖掘学校

办学亮点措施与经验，进

一步优化学校管理，提高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

意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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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教学一线、走访学生家庭、

举办知识讲座、开展心理疏导、撰写

教研论文、推送校园微信、上台表演

节目……

他们，千里迢迢支教

永川，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传承着志愿者精神，将青

春浸染永川山水，将激情

播洒菁菁校园，在砥砺前

行中践行着当代热血青年

的铿锵誓言。他们，被誉

为棠城最美的“山茶花”。

厚积薄发，三尺讲台诠释靓丽青春
他们是志愿者丁喜、刘连杭、王

雯婧、王雨薇，均系陕西师大第十九

届研究生重庆支教团永川分队队

员，于去年8月抵达服务地后，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色地完成各

项教育教学和教育帮扶工作，在自

己的青春之页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丁喜、王雨薇入选支教学校

——重庆文理附中“青蓝工程”青年

教师成长计划，在“师徒结对 薪火

相传”的教育培养氛围中，练就了过

硬本领，不断提高了教育教学和管

理水平。志愿者刘连杭、王雯婧深

入来苏中学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

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此外，4

人还积极参与到受援学校的校本研

修及学科教研活动中，定期向教研

组提供教学反思，反馈教学心得，不

断优化所带学科的课堂内容；与班

主任、班内其余任课老师和家长密

切联系。4名志愿者所教授的科目

成绩，均处于同层次班级前列。其

中，王雨薇所教初一政治科目、丁喜

所教高一化学科目和高二化学科目

的平均分为同类班级第一；刘连杭

所教初二数学科目，平均分处为同

类型班级第二。

传递正能量 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这4名志愿者在教学之余，积

极主动参与到学校教职工的各项活

动中，发挥青年才干，推动受援学校

的校园文化建设。 丁喜兼任文理

附中学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负责学校党务政务信息收集上报、

新闻撰写及微信推送工作；王雨薇

担任文理附中初一年级“三大步”励

志教育辅导员，定期开展问题学生

心理疏导，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刘连

杭兼任来苏中学德育处干事，负责

校园安全教育及新媒体宣传工作；

王雯婧兼任来苏中学校团委书记，

开展团员思想教育、组织开展各项

文体活动。在4名成员的共同努力

下，文理附中党建工作注入新的活

力，微信平台推送质量得到大幅提

升；“心连心”大型亲子公益体验营

及“户外远足 磨砺心智”主题活动、

“三月文理礼貌月”主题活动、“养习

惯 寻方法”学习主题月活动卓有成

效。来苏中学在原有德育框架下创

新了班级自主管理、团委学生会、青

年广播站、志愿者服务队的“四位一

体”学生教育模式，组织策划保护

“大水缸”湾凼河、“爱心暖夕阳”吉

安敬老院之行及艺体文化节等活

动，得到受援学校的高度认可，收获

了师生一致好评。

佳话频传 硕果累累
学校是支教团成员成长的基

础，而学校所牵动的家庭和学生更

是支教团成员们牵挂的地方。刘连

杭、王雯婧积极参与家访任务，利用

周末，走访家住宝峰、王坪、登东、来

仪等地的农村学生，全面了解留守

学生在家生活和学习情况，帮助学

生敞开心扉、打开心结。丁喜、王雨

薇利用午自习、放学后及周末时间，

辅导后进学生的功课；在“分担·分

享·成长”的支教过程中，将陕西师

大的“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优良

学风和“淳厚博雅，知行合一”的校

风融入到支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中。此外，支教团成员还积极投身

到永川区各项社会志愿服务中，参

加“爱老敬老·走进青峰”重阳节精

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保护生态环

境·贡献青春力量”茶山竹海环保实

践活动、“3月5日学雷锋”

渝西广场志愿服务集中示

范活动、“植岸边绿树·护

永川江河”永川区志愿服

务活动、凤凰湖“争做环保

使者·共建美丽永川”环保

活动等，助力永川公益事

业。2017年8月至今年5

月期间，支教团4名成员积

极参加永川区第四届教职工文化艺

术节，代表各自学校登台演出，取得

良好成绩。丁喜代表文理附中获永

川区第四届教职工文化艺术节演

讲比赛一等奖，王雯婧代表来苏中

学获二等奖。刘连杭在来苏中学

2017年秋期散学典礼中，获2017

年感动校园“最美教师”称号。王

雯婧获永川区2017年“中华魂”演

讲比赛（青年教师组）一等奖，任职

的来苏中学团委获2018年永川区

教育系统团工委“五四红旗团委”，

个人被评为永川区“优秀共青团

员”。

支教时间还有两个月即将结

束，他们将离开永川回到陕西师大

的研究生学习课堂，几多不舍与眷

恋，化作为热心关注永川教育的炽

热情怀。重庆支教团永川支教队队

长王雯婧说：“出塞北，越巴山，跨秦

岭，支教永川，做了人生中的一件终

身难忘的事，我们心中有阳光，脚下

有力量，无悔志愿行，我们正青春，

永川永在我心中！”

棠城最美“山茶花”
——陕西师大第十九届研究生支教团重庆永川分队支教纪实

本报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宋世海 刘 畅

老师们参观特园，听取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