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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发区"铁山区四棵小学举行了

主题为#颂歌祖国放飞未来$的庆#六一$文

艺汇演% 该校校长黄黎明说!艺术节是校

园文化的浓缩!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呈现!是

全体师生魅力展现的一个平台% 希望孩子

们充分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能!

到舞台上尽情演绎!展现自己的特长!开发

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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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开发区"铁山区大王镇中庄小学

举行以&弘扬国粹!传承文化$为主题的戏曲

广播体操比赛暨文艺汇演活动!欢庆&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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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发区'铁山区大路小学校园

文化艺术节暨&六一&文艺汇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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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育才小学五年级两个班的

老师*同学*家长来到胜利社区!带着各种

清洁工具!开展&大手拉小手!共创全国卫

生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和勤劳协作的精神!或

清除卫生顽疾!或清扫卫生死角!或拔除杂

草!或上街入户发放宣传单!或清扫楼房走

道% 经过
"

个多小时的劳动!街道变整洁了*

楼道变明亮了* 排水沟畅通了+,大家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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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大冶实验二小党员志愿服务队

来到金港公租房开展卫生清扫志愿活动%

全体党员头戴小红帽!通过扫地*除草*清

理卫生死角等方式! 将金港公租房的 &旧

貌$变&新颜$! 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贡献了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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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大冶市大箕铺中学总务主任曹

高权带领
%$"

班
!$

多名雏鹰志愿服务小队

队员!参加了洁净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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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冶市实验中学外校部举行&创

卫洁校承诺书$主题升旗仪式活动% 副校长

石梅娇代表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同心

同德!做卫生城市的主人.从我做起!做卫生

市民的标兵.积极行动!做卫生文明的楷模/

全校学生在各班创卫洁校倡议书上签名!营

造良好的文明创卫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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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市陈贵镇小学雏鹰志愿服

务队开展了一次志愿服务活动 % 活动当

天!队员们光荣地穿上&雏鹰志愿者$服务

背心%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

名雏鹰志

愿者在老师的带领下把公园路打扫得干

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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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 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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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冶师附小教育集团成功召

开了教育集团第二届二次教代会% 该校语

文组*数学组*综合组*行政后勤组共计收

集到了
!!

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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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市还地桥镇中学召集全体

师生!举行&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签名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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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 提高学

生珍惜生命的意识!近日!大冶市金山店镇车

桥中学开展了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为主

题的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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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冶市保安镇小学举行&祖国在我

心中$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书画比赛%该校三至

六年级学生选手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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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发区0铁山区汪仁中心学校开

展了主题班会课比赛活动%

"$

位班主任在

班会课中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感恩

励志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等主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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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大冶市新农小学召集全校教师

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辅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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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冶市东岳中学七*八年级先后

分别举行了以&践行四德0唱响青春$为主

题的红五月歌咏比赛和以&传承中华美德!

塑造魅力人生$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比赛%

J?@A �ÛÜG

ÝÞß&àá

!"

日!四棵中学*河口中学举办了&拒

吸第一支烟!不做吸烟新一代$签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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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市实验高中成立了教工足

球队!旨在丰富学校教职工业余文体生活!

让教职工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教育教

学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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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大冶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

心为期两天的公办幼儿园教师培训圆满结

束!本期活动
)"

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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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大冶市金牛镇小学开展关爱女生

教育讲座活动% 讲座主要围绕女生青春期生

理*心理成长发育的特点及其保健等内容!让

学生们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同龄人!正确认

识到青春期发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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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市殷祖镇中小学生乒乓球

赛和中学生篮球赛落下帷幕! 该镇近
)$

名

中小学队员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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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大冶四中特邀请该校法制副

校长*刘仁八派出所民警金忠耀!来校进行

法制教育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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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冶市实验高中为期一个半月

的&书香校园$读书节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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