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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我们懂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
我们负重前行”的深刻含义，真真切切感
受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

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市双峰小
学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线上
教学中勇于担当，在统筹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与教育教学工作中主动作为，在
挑战中向上生长、向光前行。

倍感振奋 备受鼓舞

时隔 41 年，来自双峰小学的代表
再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校长张明霞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光
荣称号。这不仅是对她个人奋斗在教
育战线 30 多年来的充分肯定，也是全
体双峰人的共同荣誉和骄傲。这也是
继 1979 年双峰小学获得国务院嘉奖之
后的又一荣光时刻。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关心关怀——

2020 年 9 月 10 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谢来发深入市双峰小学看望慰问教
师，鼓励双峰教师要勇做教书育人的排
头兵。

2020 年 3 月 17 日，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潘熙宁深入学校调研疫情防控和
庾亮校区改扩建工作。5 月 18 日，复学
第一天，市政府副市长李军一行来到学
校调研复学工作，详细了解该校师生入校流程、体温监测和

“小班化教学”等情况。7 月 15 日，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
鸿敏一行来到该校检查全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一年来，市教育局负责人也多次深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
帮助解决学校存在的困难问题等。

同心战“疫”全力以“复”

第一时间“集结”，高质量完成录课任务。从 2 月到 6 月，
学校教师主动承担线上录课任务，先后有近 70 位教师参与

“赣教云”平台线上课程录制，共录制线上课程 224 节。在全
省教育系统开展防疫期间线上教学优质课评选中，共有 51 位
教师获奖。

丰富“线上课程”，守护学生健康成长。班主任老师的线
上主题班队会、学科教师的心理健康微课程，艺术、体育老师
的趣味游戏课等《“加长版”假期怎么过？双峰教师陪伴你》系
列课堂一周一推送，在丰富学生居家学习生活同时，舒缓内心
的焦虑与紧张，引导每位双峰学生以积极阳光向上的心态面
对困难。学校还从居家学习、锻炼、劳动、艺术、创新五个方
面，评选出 511 名“抗疫小先锋”，用真实的任务情境调动学生
的热情，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制订复学工作指南，确保工作落细落地。学校制订《双峰
小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开学复课工作指南》，免费为
学生配置“六色帽”（按年级区分），做好“点对点”闭环管理。
同时，赋能级部管理，无论是复学前的人员信息摸排，还是
复学后的到校健康打卡、课表安排、突发情况的处置等，信
息流转的速度、决策执行的效率等都得到显著提高。省督
查组对清新整洁的校园环境、主题鲜明的师生“抗疫”书画
作品、精细化的疫情防控举措和创编有趣的室内健康操等工
作给予肯定。

乘风破浪 逐梦前行

一年来，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办
学品质进一步提升。

党建引领，巩牢党员先锋意识。学校以推进“三化”建设
为抓手，依托“党建+”形式，持续推进党建工作。各党支部以
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开展线上党课、“习言习语”书写展示、
实地学习等活动，用丰富的形式提高学习成效。学校以“三带
三帮”为载体，深入推进“亮身份践承诺”党建品牌创建工作。

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重视品德教育。疫情期
间，学校拍摄主题教育课《众志成城抗疫情》在“赣教云”平台
播出。秋季开学后，举行“向国旗敬礼、红领巾致敬祖国”主题
队日活动；走进市消防支队，举行主题队会，开展向时代楷模
学习活动；邀请专家进校园或走进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
法律知识普及教育。推进艺术体育教育。艺术节，学生结合
疫情防控，发挥奇思妙想，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口罩、手绢、帽
子、T 恤；体育课程超市中，运动会上，学生在习得跑跳竞技本
领基础上，尽情展示自己运动小健将的风采。加强劳动教
育。疫情期间，拍摄具有九江地方特色的劳动教育课《萝卜饼
的制作》，并在“赣教云”平台播出。学校成功举办首届农耕文
化节，学生在干农活、知农事、体农情等劳动实践中，切身感受
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化解大班额，推进教育优质发展。暑期，学校围绕大班额
化解任务，充分预估存在的困难，并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细化各项环节举措，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把关学生编班、教
师配置等，做到公开透明，家长全程参与，顺利平稳地完成大
班额化解工作。

携手并肩 收获满满

一个优质的学校背后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委会，他们凝
聚起全体家长的力量积极配合学校的工作。

家校协同，共育成长。一年来，校门口“浔城志警”“濂溪
义警”依然是最亮的风景线。他们或指挥车辆、疏散交通，缓
解校门口交通压力，或指引孩子过马路，帮下车的孩子背上书
包、关车门，缩短车辆的停留时间……与此同时，学校积极参
与“家有儿女——校长来了”专题节目，就疫情后复学家长如
何“神助攻”、父母如何共同教育孩子等话题展开探讨；做客

《浔阳晚报》名师课堂和九江新闻广播《名师来了》等节目，就
新生入学、习惯培养等问题为家长支招。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20 年，学校荣获“全国优秀少先
队集体”“江西省模范职工之家”“全省平安校园”、全市疫情防
控先进集体、全市师德师风示范校等殊荣。李秋灵等 4 位教
师在省级教学课例现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2020 年 11 月，在
江西省第六届全民运动会啦啦操比赛中，校健美操队获得一
金两银的好成绩。校田径队参加浔阳区第 35 届小学生田径
运动会，以领先第二名 90 分的好成绩蝉联团体总分第一名。
在江西少年诗词大会（第三季）全省总决赛中，陈艾阳等 4 位
同学跻身全省 100 强，其中陈艾阳同学斩获“全省十强”第八
名的好成绩。陈浩玉同学成为江西少年诗词大会“形象大使”
官方代言人……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回首
2020 年，我们内心充满太多的感动；展望 2021 年，我们共同追
逐未来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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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在倾力付出中不断
收获的一年。兴中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
持把德育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抓，集全体教育工作者之
智慧，脚踏实地，大胆创新，在校内以课堂为主渠道形成
教育、引导、服务、管理模式，在校内外建立社会、家庭、学
校一体化德育网络，以厚植“家国文化，矢志振兴中华”为
核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国文化”，创新性地
践行“家国文化”德育品牌，呈现出可圈可点的闪光点，开
创了学校德育工作新格局。

牢抓德育大方向 优化成长环境

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异彩纷呈，引人注目。在校外
围墙处，展示各班“文明十二星”优秀学生的风采，学校风
雨球场外张贴优秀学生事迹，引领校园潮流，以榜样引领
学生、以模范营造氛围。肖屹辰同学荣获九江市新时代
好少年称号、第十四届宋庆龄奖学金，陈思雨同学获省优
秀少先队员。

勤抓队伍建设 强化责任意识

为建设一 支 有 理 想 信 念 、有 道 德 情 操 、有 扎 实 学
识、有 仁 爱 之 心 的“ 四 有”好 老 师 队 伍，德 育 处 关 注 教
师的日常学习，通过教师培训会、“ 读一本好书”活动，
组织全体教师手写读书笔记及心得体会、学习法律法
规 ，强 化 师 德 师 风 建 设 ，为 德 育 工 作 提 供 扎 实 的 基 础
保障。

紧抓班主任专业发展 夯实德育主阵地

为了推动和促进班主任队伍建设和专业化发展，进
一步提高班主任综合素质，培养一批德育骨干教师，德育

处不定期组织“班主任沙龙”活动，或展开“专题讨论”，或
进行班级工作经验交流，或进行“难题聚焦”，在交流中学
习经验、释放情绪、获得支持。

开拓线上直播 创新德育形式

以互联网为桥梁，2020 年来，德育处创新德育形式，
通过直播方式举行线上家长会、开学典礼、主题班队会，
突破疫情防控局限。

狠抓心理教育 促进学生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校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邀
请专业心理辅导机构讲课，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恒抓活动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020 年，德育处秉承着“健康>德行>学业”的育人观，
立足“家国文化”从多个角度、多层面，联合多部门开展德
育活动，进一步培育学生家国情怀，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展战“疫”英雄进校园，逆行
抗“疫”励学子、“中国梦·劳动美”“建党 99 周年，童心向
党”“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时代楷模”九江消防救
援支队先进事迹宣传、向东班“四进校园”之“革命传统教
育”等系列主题活动。

紧抓重要日子 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兴中学校在“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
元旦等重大节日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
动，用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广大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充
分展现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引导广大中小学

生体验节日习俗、展现中国精神、增进文化自信，焕发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严抓公益资助 展现社会温情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是涉及
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学校确保家庭贫困学生一个
不漏享受教育扶贫政策，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
而辍学，圆满完成今年的教育资助工作。

同抓社会共建 形成教育合力

为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充分发挥辖区派出所、交
警队、禁毒大队、街道社区、社会公益机构与学校的有利
资源及联动作用，学校积极引导和支持学生走出去，广泛
开展多种公益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学生安
全、道德文明、行为习惯等管理。

共抓家校合作 实现共担、共育、共享

小手拉大手，通过调查问卷、倡议书、家庭会议等形
式邀家长参与活动，达到“成就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
奉献整个社会”的目标。

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通过召开家长会，设置家长护
学岗，邀请家长代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技能大
赛、运动会、儿童节表演，促进家校教育合力，使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践行“成就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
庭，奉献整个社会”的办学目标。

2021 年，学校德育工作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着力打造

“双一流”教育品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立德树人谱新篇 家国文化结硕果
九江经开区兴中学校校长 李世贵

今游安义，心有所寄，笔书以记。
——题记

簌簌唐樟

峰隐云间，秋风黄落。漫观烟霭沉浮。阡陌深
处，云卷又云舒。华露初凝染绿，林霏雾、花轻语，霞
叶影疏。风声簌簌，古樟摇弋枝翩舞。满眼浮蒂，凋
了时光，诧掀眸，娇虬古木，青冥仍未枯。树满红符，
情思起、复引昔，赤板随风抟，酒落薄霏点芝蓝，沾襟
行人入曲。日希阳淬花路，梦欢连丝缕，消祛昏暮，朝
时雨休往。虽天寒；虽阴繁；虽荷残。不惧，任其寥
落，若等闲。烟升影匿彷徨步，穷尽苦思千百路。但
有韶阳映碧树，未怕那枝落几处，因有花开又几度。

峰前饮茶

峰前饮茶却饮醉，苦尽还甘，浓极反淡。望苍山
漫漫，暗香逸散，风作琴声泛，卷起万籁曲沉岚，漩起又
漩休。引心弦，水生涟，摇落一地呢喃言。傍风闲，遥看
碧连天，山屋薄幕寒，幽径萦岩峦，琴声盘环梦汐澜。

峰间清溪潺，涓流烟潭，轻卷霞空消云残。霄变
幻，化朱颜。彻夜无眠忆从前，思旧年；窗外雨连声渐

慢，独忧叹；朝思暮念肝肠断，青丝乱。纤指虚按，迎
风人瘦花烟颤，衿沾露，轻抚罗绮扇。棋敲墨笔心已
倦，别情惹人厌。饮星月，熬落霞，等一人归；寐消魂，
酒浮泪，待君他日回；忽而醒，晦已散，穹云空移换。

闲游花海

情浓浇花醉，沐风酣睡，凝花艳处胭脂泪，露停新
时琉璃坠。漫游花间香盈袖，冷无味兮叶系珮。玉簪
酥手悠然舞，娇兮媚。惊诧年华阅往岁。氤氲春水，
馨香萦蕊。眉低垂，今恋谁？紫陌花开浮影，心绽九
霄云外，冷风吹，思绪纷飞。淮水生淮，点涟漪，花开
彼岸缀蓬莱。梦忆，无言箫声踏露来。

苍华古宅

不禁上阁楼，遥叹昔时愁。窗花木雕镂，往日引
箜篌。想当时光景，灯火葳蕤，人声未杳，车马无休，
湖波泛烟舟。摇红烛，影阑珊，星满秋夜幽。屋中针
起落，绣花处时悠。宅中石罗列，油画绘丰收。

庭院深深凉风透，如今阁楼高锁，西风骤。明暗
星辰如摇落。宣纸瘦，木不残久，古宅历时仍未朽。

【市三中高一（20）班 裴志宏】

秋游古村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

经开区讯（胡建 吕乐乐）2 月 1 日，九江双语实验学
校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为落实省疫情防控要求，学校
将 238 名教职工分在 5 个会场同时进行，学校领导班子
全部安排到各个会场。

会议指出，2020 年，九江双语实验学校教职工团结
一心，全面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学
校荣获“江西省美育实践基地”“九江市第一届文明校
园”“九江市五四红旗团委”“九江市书香校园”等表彰。

一年来，学校在原有 8 项课题的基础上新增 3 项省
级课题立项，成立 13 个名师工作室，有 81 篇论文获得市
级奖项，两位教师获省级骨干教师荣誉称号，参加赣教
云录播课拍摄有 12 节课获省市级奖项，另有 4 位教师参
加双语视频课展获 6 项全国赛课奖。去年 7 月，学校首
届初三学生共 119 人参加中考，600 分以上 33 人，占比
27.73%；重点高中录取率占比 58.69%；中考合格率、优秀
率、重点率位列全市第一方阵。

会上，各分会场还就学校 2020 年先进个人表扬决定
进行宣读，对本次期末考试进行分析，教师代表与大家
分享自己工作心得。

九江科技中专
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本报讯（熊亦姜）1 月 29 日，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扶贫工作队深入狮山乡老屋村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为贫困户送去冬日的温暖和节日的祝福，让每一户困难
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帮助困难群众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扶贫工作队员为贫困户送去慰问金的同时，还与贫
困 户 进 行 交 流，了 解 防 寒 御 寒、身 体 状 况 和 生 活 等 情
况。温暖的话语、关切的嘱咐，切实让贫困户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更加坚定了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
决心。扶贫工作队员还认真填写帮扶手册，向贫困户宣
讲党的扶贫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

本报讯（蔡洁）近日，九江外国语学校濂溪校区分
年级、利用腾讯会议或钉钉群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召
开家长会。

会上，班主任分别从“学期工作总结”“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假期安全教育”等方面与家长进行沟通，
对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和心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

认真分析，并与家长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各任
课老师针对不同学科特点，与家长交流教育经验，引
导家长与孩子共同制订科学的假期学习计划。

家长们在屏幕前认真观看家长会，与老师们积极
互动，并纷纷留言，对线上家长会这种形式表示认可，
对学校和老师们的工作态度和专业水平表示肯定。

九江外国语学校濂溪校区
召开期末线上家长会

经开区讯（刘志杰）为推动教育资源共享，激活办
学活力，促进中心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日前，
由九江经开区港城二小、濂溪区二小、八里湖新区二
小、学洲小学组成的跨区域四校联盟，在经开区港城
二小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我市首个跨区域
四校联盟正式成立。

仪式上，阐述了打造市示范联盟学校战略合作的
重要意义，解读协议内容和工作举措，希望校际抱团
发展，形成合力，实现战略共赢，实现发展质的飞跃。

四校负责人分别介绍各自学校的发展历程、办学

规模、师资力量以及校园文化的亮点和特色，同时，他
们希望在未来的合作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和借
鉴，加强校际教研合作、师生互访、开展各类教学管理
和德育工作的交流活动等方面的经验分享，提高学校
办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

四校负责人在与会人员见证下现场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就教育、教学、科研工作等方面的合作达成共
识，由此掀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实现教育优势互补，提升学校办学品位的跨区
域联盟发展新篇章。

九江首个跨区域四校联盟成立
九江一中
为离退休教职工送祝福

本报讯（邱武飞）2 月 1 日，九江一中工会在信华楼一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离退休教职工座谈会，向所有离退休
老教师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会上，学校负责人向老教师们介绍学校一年来的教
育教学成就和未来的校园建设规划，感谢老教师们曾经
为学校作出的贡献，叮嘱他们注意身体、保持健康乐观
的心态，同时送上新年的祝福和美好的祝愿。座谈会现
场一片祥和。

座谈会结束后，工会代表学校给老教师们送上春节
慰问金和大礼包。

九江经开区港城中学
慰问退休困难教师

经开区讯（花家球 肖颖）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九
江经开区港城中学为传递上级关怀，校委会、党支部开
展慰问退休、困难教师活动，为他们送去关怀和温暖，并
提前送上新春佳节的问候与美好祝福。

在慰问现场，学校领导与退休、困难教师亲切交谈，
了解他们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细
心倾听他们对学校发展的宝贵意见，对他们退休后仍然
关注着学校的发展，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嘱咐他们保重
身体，为学校的发展继续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讯（陈巨东）岁末年初，捷报频传，九江小学
多名师生分别在 2021 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公共安
全教育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展示活动、2020 年全市中小
学生“我安全我幸福”安全知识演讲比赛和征文活动
以及 2020 年全市中小学“无毒青春，健康生活”主题
教育活动中获得优异成绩，集中展示九江小学在安全
教育工作上的喜人成果。

2020 年 12 月初，在 2021 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公共安全教育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展示活动中，九江小
学查思韬老师围绕安全教育读本《我学安全更安全》
四年级上册中《火灾来了》这一课题，充分运用学校消
防体验馆灭火、报警、逃生等模拟设施，引导学生在轻
松的氛围中习得消防知识，在切身的体验中掌握逃生
技能，得到评委们的充分肯定，最终获得小学组一等
奖第二名，并将代表九江地区参加 2021 年全省中小
学幼儿园公共安全教育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展示活动。

2020 年 11 月份，在全市中小学生“ 我安全我幸
福”安全知识演讲比赛和征文活动中，来自该校甘棠
湖校区的夏煜翔同学以“关注消防”主题，结合学校开

展的消防安全教育活动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案例，呼吁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提高消防意识，学习消防知识，掌
握消防技能。他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声情并茂的演
讲，获得一等奖。该校甘棠湖校区的周嘉蕊同学在习
作《两枚硬币》中，讲述浔城志警家长志愿者在疫情期
间给了自己两枚硬币买口罩的故事，记录家长志愿者
们牺牲休息时间，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学生和学校安全
的感人事迹。周家蕊同学的习作在征文活动中获得
二等奖。

在 2020 年 11 月份举行的全市中小学“无毒青春，
健康生活”主题教育活动中，来自该校五年级的朱庆
鸿、蔡灵毓、蔡文妍三位同学在禁毒征文比赛中分获
一、二等奖，该校沈子君、陈巨东两位老师荣获“禁毒
教育名师”称号。

近年来，九江小学高度重视平安校园创建和学生
安全教育工作，向全校教师提出“人人成为公共安全
教育者，人人争当平安校园创建者”的响亮口号，积极
推进安全教育进课堂，取得显著的教育成绩。学校曾
被评为“九江市平安校园”和“江西省平安校园”。

九江小学
多名师生在全市安全类比赛中喜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