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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庆祝教师节
本报讯渊通讯员 林东松冤9 月
9 日袁营仔镇召开庆祝教师节大会袁
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袁 并表彰了
一批先进学校尧优秀校长尧优秀班主
任和优秀教师遥
会议要求袁 全镇广大教师要不
忘初心袁继续发扬艰苦创业尧甘于奉
献的优良传统袁 爱岗敬业尧 锐意创
新袁 继续为全面实施科教兴镇和人
才强镇战略尧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而不懈努力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陈启林 钟金
佐冤9 月 9 日袁和寮镇有关领导与广
州白云区驻镇帮扶工作队一起来到
和寮镇中心小学尧 塘肚小学和凤飞
小学袁 看望慰问奋战在和寮教育事
业一线的教职员工袁 给他们送上慰
问品袁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遥
该镇有关领导指出袁 各校要进
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袁 不忘教育
初心袁勇担育人使命袁努力培养拥有
高尚情操尧坚强意志尧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学生袁 为国家培养未来的
栋梁之材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揭业彬冤9 月
10 日袁 长山镇开展教师节慰问活
动袁 该镇有关领导分别到长山中心
小学尧 长山二小和长山镇中心幼儿
园走访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袁给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以及
节日的问候遥
该镇有关领导希望广大教育工
作者牢记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
命袁 在立德树人尧 教书育人上下功
夫袁继续发扬无私奉献尧刻苦钻研的
优良作风袁严把教育质量这条野生命
线冶袁为把长山打造成山区教育强镇
而不懈努力遥
本报讯渊记者张丽 何永雄冤教
师节当天袁 石岭镇塘甲村举办第三
届奖教助学表彰会袁 进一步营造尊
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袁 推动乡村教育
事业发展遥
当天袁 石岭镇塘甲小学的师生
和乡贤齐聚一堂袁 举行一年一度的
奖教助学金发放仪式遥现场为市尧镇
先进教师获得者以及小学各级优秀
学生颁奖袁 为热心助学的乡贤颁发
荣誉奖牌袁 并为退休教师和在职教
师发放节日慰问金遥 教师代表尧优秀
学生代表尧乡贤代表分别作了发言遥
近年来袁 塘甲小学以学生为中
心袁重视人文主题教育袁全面开展素
质教育袁师生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袁学
校工作取得明显进步遥 2017 年以
来袁 连续五年被评为石岭镇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尧廉江市文明校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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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再创辉煌

要石岭中学教育促进会奖教奖学侧记
要要
本报记者李廷赋

金秋九月袁硕果飘香遥 9 月 10
日教师节袁石岭中学教育促进会开
展奖教奖学活动袁奖励在教学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十名优秀教师尧二十
名优秀学生和十名优秀学生干部袁
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校园风气袁
践行野崇德尧明志尧博学尧笃行冶的校
训袁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遥
市教育局有关领导袁石岭中学
教育促进会代表以及石岭中学师
生参加了奖教奖学活动遥 石岭中学
校长梁治洋总结了该校过去一年
的教育教学工作曰石岭中学教育促
进会及深圳尧珠海尧东莞分会发来
贺电袁对母校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
祝贺袁鼓励师生再接再厉尧再创辉
煌曰石岭中学校友代表尧北大毕业
生林世治发来贺信袁对学弟学妹寄
予殷切的期望遥
石岭中学有众多校友在全国
各地工作袁他们非常关心母校的发
展袁多年来给予大力支持遥 特别是
1992 年石岭中学教育促进会成立
以来袁 校友们有组织地帮助母校袁
持续奖教奖学尧 捐资建设母校袁在

揭英隆 郑浩然

奖教奖学 揭英隆 摄
校友的升学尧就业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遥 同时袁石岭中学狠抓课改袁教学
质量不断提升袁今年中考更是取得
重大突破袁远在他乡的校友都非常
高兴袁积极筹措租金奖励师生遥 石
岭中学教育促进会会长林国鹏表
示院野众多校友将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袁帮助母校继续发展袁实现让
每一位学生都有好学位的理想遥 冶
一代代石中人不忘初心尧同心
同德尧拼搏奉献袁使母校教育教学
环境不断完善袁 教学质量不断提
升遥 如今有学生 1789 人袁 教职工
140 人袁它以先进的办学理念尧幽雅

红色主题诗文诵读活动
献礼教师节
本报讯渊记者郑浩然 李澈冤
9 月 9 日晚上袁市一小开展以野赓
续百年初心尧担当育人使命冶为主
题的红色经典诗文诵读活动袁进
一步引导全校师生学党史尧 感党
恩尧听党话尧跟党走袁增强爱党爱
国情感袁 以特殊的方式庆祝教师
节遥
市一小校长许胜铭为优秀教
师代表颁发了表彰证书袁 并致以
最诚挚的祝福和感谢袁 高度赞扬

了教师们敬业奉献尧 甘为人梯的
精神袁 对他们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肯定袁希望全校上下一心袁继续
为推动廉江教育系统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遥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袁 掌声不
断袁教师们紧紧围绕活动主题袁用
真挚的情感尧生动的语言尧饱满的
热情袁演绎了现代诗歌作品袁朗读
了革命伟人的诗词袁 用真情歌颂
党的丰功伟绩袁抒发对党尧对祖国

的无限赞美和满腔热爱遥 活动最
后袁 全体教师挥动手中的五星红
旗袁在叶我和我的祖国曳合唱的歌声
中落下帷幕遥
此次红色主题诗文朗诵活动袁
坚定了教师们爱国爱党的信念袁激
发了教师们干事创业的热情遥 教
师们纷纷表示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袁
把报效祖国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遥

宜人的校园环境尧现代化的教学设
施设备尧严格规范的管理培养一批
批品学兼优尧 特长显著的毕业生袁
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遥 在各地校友
的帮助下袁石岭中学近年投入近千
万元袁 改造了学校的校门尧 广场尧
校道尧运动场尧足球场尧围墙尧学生

学习“七一”重要讲话
市八中教师过别样教师节
本报讯 渊记者 揭英隆冤9 月 9
日袁 罗州街道携手爱心企业到廉江
市八中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
一冶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座谈会袁并开
展教师节慰问活动袁 感谢他们为廉
江教育事业付出的辛勤汗水遥
在座谈会上袁 与会人员畅谈了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
精神的心得体会遥 大家认为袁习近平
总书记野七一冶重要讲话是我们党以
史为鉴尧开辟未来的豪迈宣言袁是全

怎样提高教育质量
阴
近日袁我在叶廉江新闻曳看到有
关廉江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报道袁感到十分振奋遥 在教师节
来临之际袁我结合自身几十年教学
工作经验袁写了叶怎样提高教育质
量曳一文袁与大家一起探讨遥
一尧精准选人
以人为本袁要提高教育质量就
必须精准地选好人袁 先识其人袁了
解此人有无对党和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事业心遥 先讲选校长遥 校长是
一校之主袁 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
提袁既要看此人的学历尧科学文化
水平袁又要看看此人有无懂教育熟
业务袁会不会善用人尧善管理袁在群
众中能否和谐亲善袁 有无受人欢
迎袁有无爱国敬业袁有无一颗热爱
党的教育事业心曰还要看看此人有
无懂得人本管理袁能不能调动师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然后用野职能
相称袁能级相应冶这把尺子给予量
度定位遥 廉江市教育局就是用这种
方法给城区的十八尧十九尧二十尧市
一尧市三等小学派去了一批年富力
强袁爱国敬业袁懂得调动教师和学
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优秀校长遥
现在这几所小学的教育质量提高
得很快袁成了高质量的名校袁社会

李树中

各界给予极高的评价袁上级领导充
分肯定遥
二尧科学用人
人选定了袁就必须实行科学管
理袁向管理要质量袁要效益遥 而现代
的科学管理应以人为本袁弘扬野人
本理念冶袁 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一
种新型管理遥 运用管理者(校长)的
管理艺术同老师建立一种平等民
主互动合作尧 互相支持的人际关
系袁建立一套能充分发挥教职员工
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的机
制遥 为此袁我在下面再谈几点建议遥
渊一冤用好校长
一所学校管理的好坏袁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校长本身素质的高低遥
因此袁一位有责任感的校长必须加
强自身的再学习袁树立一颗对教育
事业的忠心袁树立一颗对党对人民
高度负责的事业心袁对人有宽广的
胸怀遥 讲民主袁有亲和力与凝聚力曰
学业务袁更新教育理念曰学科学袁掌
握科学的现代教育方法曰 学做人袁
提高做人的艺术袁构建和谐的人际
关系遥 要关爱老师和热爱学生袁校
长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袁以高
尚的情操袁高深的学问袁科学的理

论以及规范的行为去影响教职员
工和学生袁言传身教袁当好教师的
排头兵遥 只有这样袁一位管理者(校
长) 在教师中和学生里才有崇高威
信袁 才能带领教师开创群策群力尧
同舟共济尧勇往直前尧积极向上的
良好局面遥
(二)用好教师
大家都说袁师者是传道授业解
惑之人也遥 一所学校的成败尧质量
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
素质与水平袁所以必须关心教师爱
护教师袁 使教师安教乐教积极地
教遥 还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袁加强
教师的自身修养袁帮助教师树立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人才而
努力的思想袁还要加强教师的文化
科学和业务知识的学习袁使老师爱
教而又善教袁运用先进的科学的教
法去传授知识袁 让学生易学易懂遥
老师要关爱学生袁爱生如子袁使学
生感到老师既是教我之人袁又是爱
我之人袁从而听老师之教尧从老师
之导袁更好地完成老师所教之业遥
教师必须学好和运用当今的
先进和科学的课堂教学方法袁这就
是生本教学法遥

宿舍尧 教学楼及教师工作用房曰充
实了各种设备设施袁增加教学平台
33 个袁实行了班班通袁增加了图书
3 万册袁实现了所有教室都有空调袁
增加学生电脑室一个遥
师生在整洁尧有序尧优美的环
境下学习工作遥 在教育教学工作
中袁石岭中学向教研要质量袁向管
理要质量袁 学校一年上一个新台
阶遥 教育系统公布的数据表明袁该
校今年中考更加亮点纷呈遥 每生平
均比去年提高 39.5 分曰及格率比去
年提高 7.3 个百分点列全市第三
名曰升重点中学共 84 人袁实现历史
突破遥 其中 3 人以 800 分以上的好
成绩考上湛江一中曰3 人考上湛江
二中曰1 人考上岭师附中曰1 人考上
廉江实验学校曰36 人考上廉江中
学曰40 人考上廉江市第一中学袁重
点中学上线人数列乡镇中学前茅遥

三尧用先进教法
要高质量发展教育袁就必须改
革课堂教学袁运用先进的科学的方
法去教和学遥 在教坛生涯里袁必须
精心专心改革课堂教学袁运用先进
的科学的方法去教与学遥
现在我总结善教的一些做法袁
供大家参考遥
要提高教学质量袁就必须调动
两个积极性遥
一是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遥 可以
从两方面去调动院
1尧热爱学生遥 教以爱为首袁有
爱才能教得好遥 老师必须尊重关心
学生袁通过上门家访尧个别谈话等
方式扬生之长袁让学生认识野师是
教我之人袁也是爱我之人冶遥 从而建
立师爱生尧生敬师的亲密关系遥 这
样学生才容易接受老师的教育遥
2尧向学生进行前途理想教育袁
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雄伟目
标袁明白己任袁明白学业是为业之
本袁 今天学习是为明天读中学大
学袁将来为祖国建设袁为人民服务袁
为自己寻工作谋前途作好准备袁今
天就必须刻苦学习学好功课袁掌握
知识袁 使学生把要我学变为我要
学袁从而才自觉主动积极地去学好

党全国人民踏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征程的进军号角袁 是抵御任何妄
想欺负尧压迫尧奴役中国人民的外来
势力的动员令袁 也是科学总结党的
百年奋斗史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袁是
新中国史编研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指针遥
随后袁 罗州街道有关领导和廉
江市新煮意电器厂负责人为该校全
体教师送上节日慰问品和节日的祝
福遥

功课遥
二是教师教的积极性遥 必须让
教师明白院野师者袁育人之人也遥 冶教
师是人民灵魂工程师袁教师的职业
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袁教师的岗
位是人们最羡慕的岗位袁所以教师
是伟大的和光荣的袁是最受人崇敬
的袁我们身为教师袁一定要好好地
珍惜遥 唐代韩愈说院野师者袁传道授
业解惑也遥 冶可见老师的职责是教
好学生袁教师要终生全心全意为学
生服务袁默默奉献袁躬耕不辍遥 要为
党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生力量袁
教师一定要自觉地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袁教好学生遥
改革课堂教学袁上好课遥 上课
必须用多种形式袁多种媒体袁备足
教具袁直观教学袁热爱学生袁尊重学
生袁宽容微笑袁说 话温柔袁 言简意
明袁有声有色袁围 绕中心袁 突出重
点袁使学生易听易懂遥 在教法上运
用生本法渊又叫人本教学冤袁让学生
当主角袁教师当导演袁又渗透启发
式尧导读法等袁教给方法尧 培养能
力袁动之以情尧晓之以理遥 堂上老师
提出问题袁让学生在乐中学袁愉快
地接受知识袁愉快地完成学习的任
务遥
如果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袁就
必能夺取佳绩袁提高教育质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