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蓓蕾初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她第

71

个生日的时候， 我们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一代代

青年的接力奋斗中梦想成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变

为现实。

中国人有一个梦———核之梦。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来自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新中国领

导人排除万难，坚决推动“两弹一星”工程。 我们伟大的“两弹”

元勋———邓稼先，他与一大批有学问、有志向的爱国之士，为原

子弹、氢弹的研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

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终于在

1960

年成功引爆

了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奠定了新中国的安全基石。

如今， 中国第四代东风

-41

弹道导弹可根据需要携带不同数量

的核弹头，覆盖地球的每个角落，令敌人闻风丧胆，实现了中国

人拥核强国的梦想！

中国人有一个梦———航天梦。

早在

14

世纪末期， 明朝的士大夫万户就想到用火箭和大

风筝飞上天空，但是他的试验没有成功。 航空航天是一个比核

工业更加艰辛的过程， 从

1970

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东方红一号”，到

2003

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成功升上太空，并预计到

2022

年前后建成中国载人空间站。 一

代一代的航天人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让更多中国飞船和卫星

在太空中翱翔的梦想。

中国人有一个梦———探海梦。

在地球上，海洋占据了

71%

的面积，海洋是一个神秘而奇幻

的世界，拥有丰富的底栖生物和矿产资源，探索海洋对人类具

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遥不可及的事情，随着我国自行设计、自主

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彩虹鱼号”万米级无人潜

水器下潜到达万米海底深处，使得中国人下潜深海，探寻浩瀚

海洋奥秘的梦想得以实现。

中国人有一个梦———小康梦。

小康社会是什么？用俗话说就是指过着一种经济比较富裕、

吃饱穿暖不用发愁的好日子。 小康梦可谓是中国梦中最贴近老

百姓生活的一个梦想，几十年前，人们吃饭、穿衣、理发、购物

……全部都要计划供应，凭票购买，经济十分落后。 随着改革开

放的成功实践和脱贫攻坚号角的吹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将如期实现，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欧

洲和美国因领导抗疫不力，还深陷新冠肺炎泥潭的时候，我们

国家已经赢得了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两场胜利，人们在中秋遇

上国庆的时节无忧无虑的快乐出游，处处洋溢着国人幸福的笑

脸，令众多发达国家惊讶、羡慕不已。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一次次圆梦，不

是光靠别人的击醒，而是靠我们用双手筑就的。 此时我们还只

是在学校读书， 不过在十几年后我们也要走向自己的岗位，为

祖国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为圆强国之梦，为生活变得更加

美好而努力奋斗吧。 （指导老师：杨 华）

中国圆梦人民安康

市二中八年级（

14

）班 袁天祺

学生“睡足”与

“延迟上学”

●

叶金福

期末临近，各校复习迎考。

1

月

4

日，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发文加强学校教学管理。 其

中，为保证学生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城区（街

道）初一、初二年级学生的到校时间不得早于

7

：

45

，初三学生不得早于

7

：

30

，小学生不得早

于

8:15

， 一、 二年级小学生实行弹性上学时

间， 早上到校时间可延迟到

8:30

。 （

1

月

5

日

《宁波日报》）

近年来，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已多次下发

文件，明确要求要“保证学生睡足”。 可见，学

生的睡眠严重不足已经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的高度重视。

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保证学生“睡

足”简直比登天还难。 不是吗？ 首先是校方不

答应。 眼下，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从校领导

到老师，始终把“教学质量”视为学校赖以生

存的 “生命线 ”。 不但期中 、期末要互相 “攀

比”，而且连平时的小检测也要互相“攀比”，

中高考更是衡量一所学生办学质量的唯一标

准。 于是，我们的学生便成了“机器人”，从早

上六七点，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不是身

陷题海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题目， 就是被任

课教师连轴式地满堂灌。

试想，学校视质量如生命，我们的学生还

能“睡足”吗？其次是家长不答应。如今的家长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 “不输在起跑线上”，不

但责令孩子在学校不得有任何的马虎和闪

失，要完成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而且还利用

周末两天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提高班、兴趣

班。 不要说孩子平时难以“睡足”，就连双休日

也得“连轴转”，要起得早，睡得晚，对于孩子

来说，“睡足”简直是一种奢望，相当一些学生

为此弄得疲惫不堪。

眼下， 虽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年年下发

文件，明确要求要保证学生“睡足”，但笔者以

为，仅靠文件发发、嘴巴喊喊，那是远远不够

的。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真正要让一份文件或

制度“落地”，关键还是要用得力的措施跟进。

一方面，要制定办学评价标准。 要把衡量学校

办学的评价标准从“短视”的升学质量标准转

化为多元考评标准， 让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

“升学质量”的指挥棒中挣脱开来。 另一方面，

要规范各种培训机构。 要坚决铲除非法的培

训机构，包括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让我们的

学生从繁重、繁多的各类培训班中解脱出来。

唯有如此，保证学生“睡足”才能成为一种“现

实”，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此次，宁波市鄞州区为保证学生“睡足”，

对各学段学生的到校时间作了 “硬性规定”，

采取“延迟上学”的做法，其出发点固然是好

的，但笔者以为，保证学生“睡足”全靠“延迟

上学”还远远不够，只有通过改变办学评价标

准、转变教学质量评价观，才能让学生走出整

天“泡在课堂里”“陷在题海中”的困境，真正

把睡眠时间还给学生。

但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包括学校，在出

台“保证学生睡足”的制度时，要把制度切实

落实到“行动中”，而切莫把制度停留在“文件

中”，亦或是采取简单的“延迟上学”。 否则，年

年“下发文件”，天天“延迟上学”，学生依然难

以“睡足”，那这样的制度、文件就是“纸上谈

兵”，甚至是“一纸空文”。 同样，这样的“延迟

上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

校园语丝

市七小开展教师趣味

运动会

本报讯

（

通讯员 吴琴艳

） 日前，市七小开展了

以“运动有我 活力无限”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

此次趣味运动会设立了“龙舟接赛”“袋鼠跳接

力赛”“车轮滚滚接力赛”三个项目。 在内容和形式

上突出了项目的合作性、趣味性、娱乐性和观赏性，

在运动场上，老师们团结一心，力争上游。 赛场上，

加油声、喝彩声不断，场上充满了教师们的欢声笑

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趣味运动会不仅锻炼了教师身体，还增强了团

队协作。 展示了党支部、工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

战斗力，彰显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平安和谐的

校园氛围。

223 队实验学校以教

研促发展促提高

本报讯

（

通讯员 孔 宝

） 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

223

队实验学校加强校内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

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学校提出“一帮一，结对

子”以老带新的模式，充分利用老教师的经验，调动

有上进心和自觉性的年轻教师。

开学初，校领导班子组织教导处以及各教研组

长，召开校本教研工作布置会，分析了学校目前的

教研情况，整理介绍各教研组的工作计划和活动安

排，围绕如何开展好校本教研活动，做了全面的分

析和部署。 各教研组长互相发言和交流，提出了许

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并努力开展和组织好各项教研

活动，提升老师的教学素养，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学习成绩。 随后，学校各教研组先后召开了教研

组会议， 落实相关的教研统一时间和各项教研活

动。

微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市一小六（

7

）班 尹梦喆

如果微笑是一缕春风，那么它会吹散郁积在心头的阴霾，如

果微笑是一抹阳光，那么它能温暖受伤苦闷的心。

世界旅业店巨子希尔顿曾经说过：“我宁愿住进虽然只有残

旧地毯但能处处见到微笑的酒店，却不愿走进一家，只有一流设

备，却见不到微笑的宾馆。 ”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就在前几天，我

路过了一家儿童服装店， 这里的衣服做工精致细腻， 可奇怪的

是，这里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好奇心又把我勾了进去，我一进门

那阿姨就用轻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我也没有在意，就挑一件我

喜欢的衣裳问：“阿姨您好，我想问一下，试衣间在哪？ 我想试一

下这件衣服。 ”那阿姨看我旁边没有大人，就冷嘲热讽道：“小朋

友，你有几个钱啊？ 买不起就不要试了。 ”我大跌眼镜，愣了一会

儿，平静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你的老师有没有教过您，我们的老

师教过我们去一个地方买东西，买的不仅仅是东西，还有服务态

度！”说完我摔门而去，留下的就只有那吃惊到张嘴的阿姨。还没

走几步，又路过了一家儿童服装店，这家店和上一家截然不同，

小小的地方挤满了人，每个人能演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这

家店的衣服也没多好看啊！ ”边走边说走进了店里，一进去我就

被店员的热情给震慑住了。 只见那大姐姐微笑着和我介绍他们

家的招牌，衣裳还给我吃店中的小零食，给我做了许多合适的导

购，有些时候还会打趣道：“小妹妹，这件衣服很符合你的气质。 ”

使我笑逐颜开，刚才的不开心，全都被微笑化解。 后来我还是买

了他们家的衣服，买的不仅仅是衣服，还有服务态度。

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微笑是人

类精神上的巨大支柱，微笑不但能让人变得友善风度，还能使人

身心健康，并且得到放松。

微笑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内在的涵养，给人亲切鼓励语，

温馨微笑，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今天你微笑了吗？

（指导老师：王 萍）

值班总编：夏东华 责任编辑：艾建新 责任校对：华力

拼却心血万千点， 换得花红映校园。

余江区第二中学不断沉淀深厚的教育理

念和教育文化，通过一系列教学、教研改

革，着力打造一流师资团队，校园文化氛

围渐浓。

近年来，余江区第二中学秉承 “一切

为了学生发展”的宗旨，苦练内功，狠抓教

学质量， 坚持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努

力使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

升 ， 为学生成长搭建更多更大的舞台 。

2020

年，学校初中教学质量在余江名列前

茅；高中毕业生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连年攀

升，

2020

年夏季高考再创新高。

创新管理机制 打造品牌学校

教育要发展，班子是关键。 一个好的

领导班子，对于促进学校健康、稳步、快速

发展至关重要。

2019

年

9

月，学校新班子

调整后开始推行“校长分包、处室为主导、

级部为主体”管理机制，重心下移，有效提

高了管理效能。

该校注重班子成员建设工作，逐级聘

任各处室中层和年级主任、班主任，把有

真才实学、品行端正、真干事、干实事、干

成事的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造

就了一支求真、务实、创新、高效的干部队

伍。 自去年开始，该校试行项目化管理机

制，同时还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人成

长，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有效地提高了

管理效能。

随着

2020

年招生规模的日益扩大，如

何打造二中这一品牌学校，该校校长大胆

解放思想，力求突破，提出了“

136

”工作思

路，从学校管理、德育工作、文化建设、队

伍建设、课程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落实

各项工作，全面促进学校高水平发展。

构建特色课堂 促进素养提升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教师是学生

成人成才的领路人， 教师的专业水平如

何，直接影响学生的发展。 余江区第二中

学领导班子深谙其中之道，学校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开展多样化、细致化的教学活

动，打造高质量课堂。

从初中部的“小组教学”，到高中部的

“精细化课堂”，教师全身心投入，努力在

每一次教学过程中精益求精；从课堂听讲

到背诵检查， 从作业书写到错题改错，每

一步都有同学互检、老师抽查。 学生们认

真听好每一节课， 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

于脚踏实地中实现自身的突破与成长。

正如校办主任陈街胜所说：“如何滚成

一个巨大的雪球？ 只需足够湿的雪和足够

长的坡。 ”认真的态度、持之以恒的毅力，

是学校每一位教师的特质。

狠抓常规工作 强化德育教育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德育一直是学

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夯实学校德育工

作，抓好学校德育管理，余江区第二中学

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

促进学校管理向科学化、人本化、层次化

发展。

为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余江区第二

中学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在不同年

级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主题演讲、诗歌朗诵

和体育比赛，组织开展大型运动会 、会操

比赛和联欢会等。 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各项

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强健了体

魄，养成了良好的团队意识，提高了集体

荣誉感，也更加爱家、爱校和爱国。

余江区第二中学还创建三大社团———

学生会、文学社、广播社，以社团为依托出

版了校刊《孔庙书声》及文学社期刊《芳华

集》，筹建了第二届音雅合唱队，组建了校

篮球队。 篮球队组队参加全区中学生篮球

联赛，获初中组冠军，高中组亚军。

2020

年

9

月，学校组队参加区中学生

乒乓球比赛，获全区团体总分第六名。 同

年

10

月，该校足球运动员刘文靓、杨龙华

两位同学入选鹰潭市足球队并随队参加

江西省足协杯比赛获第八名，同时他们两

人还获得国家足球二级运动员称号。

2020

年

11

月， 学校组织举办了校秋季田径运

动会。 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学生开

阔了视野，增强了身体素质，提高了艺术

素养。

让每一名学生绽放光彩

校园来风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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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传真

通讯员 何秋华 方智华

●

市第二幼儿园举办新

年茶话会

本报讯

（

通讯员 吴淑华

） 为进一步完善工会

组织服务职工工作体系，不断推进工会援助、慰问

服务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打造暖心工会。

1

月

11

日，市第二幼儿园开展了新年茶话会活动。

茶话会在行政班子成员及老师们精心编排的

歌伴舞《不忘初心》《说唱中国红》节目中拉开序幕，

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话家常。茶话会上，还进行

了幼儿园“十三五”工作总结和“十四五”工作规划。

贵溪二中举行英文配

乐诗歌朗诵大赛

本报讯

（

通讯员 占 利

） 近日，贵溪二中开展

英文配乐诗歌朗诵大赛活动。

外语特长是贵溪二中的办学特色之一。 本次

英语节开展了英文歌曲演唱

,

英语诗歌朗诵，英语

课本表演剧等一系列的比赛。 特邀外教嘉宾及本

校英语专业教师的共同评审，共评选出

12

个单项

奖，

7

个团体奖。

本期英文配乐表演是由二中八年级学生带来

的英文视听盛宴，涵盖了歌曲、舞蹈、情景剧、歌舞

剧等多种节目形式。 八（

15

）班学生为大家带来的

配乐英文表演《

Hello Song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演

出气氛。八（

17

）班为大家带来《

Love Story

》，架子鼓

的激情演奏和电子琴的优柔配乐， 合着英文诵读

和歌声， 那激情唯美处， 不禁打动了在场评委教

师，更令在场师生的掌声此起彼伏。

贵溪五中携手贵化社

区开展 “大手牵小手

共建美好家园”活动

本报讯

（

通讯员 彭玉芬 潘 俊

） 近期，贵溪五

中携手贵化社区联合开展了以“大手牵小手，共创

美好家园”为主题的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为寒

冷的冬季增添了一丝暖意。

活动中，九年级

500

名小志愿者们按照班级的

顺序整齐列队， 一同走出校园， 进入周边居民小

区。 在各班班主任、 行政人员及社区干部的带领

下， 青少年志愿者们对校园及居民楼周边的卫生

死角、花坛、草丛中的枯枝树叶以及居民楼道内乱

堆放、乱张贴等现象，集中进行清理整治。

活动现场，老师们身先士卒，带头认真清理着

活动现场的杂草、垃圾等杂物。 小志愿者们看到老

师们都这样不惧辛劳，大家也纷纷积极行动起来。

活动中，师生之间通力配合，充分发挥“不怕脏、不

怕累”的精神。最后，活动共清理出

200

余袋各种垃

圾杂物。整个过程中，大家干劲十足，赢得过往居民

一致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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