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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2018年普通高考联席会议召开

多部门综合治理考试环境
本报讯 5 月 25 日，我市召开全

市普通高考部门联席会议。根据市

政府设定的 5 月 28 日至 6 月 16 日为

高考、中考环境综合治理期，会议要

求各县（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

按照“政府领导、部门联动、分工协

作”的总体工作要求，实现“三个保

障”：全力保障安全保密，抓好考试

环境综合治理；全力保障考风考纪，

抓好考务各环节工作；全力保障和谐

舆论，抓好应急处置工作。

我市今年普通高考考生人数仍

然保持在 2 万余名，涉及考务工作人

员 3000 余人，考试安全工作十分重

要。5 月 8 日，全国、全省及我市相继

召开了普通高考安全工作电视电话

会，对普通高考工作做出了全面部

署。此次再次召开联席会，进一步贯

彻部、省会议精神，进一步把工作任

务落实落细。会议要求，各县（区）

政府和相关部门务必要进一步提高

对普通高考工作重要性和艰巨性的

认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统筹工作

方案、精心组织安排、落实岗位职

责，绝不能让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普

通高考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合治理期间，教育、招生与公

安、保密部门将协同配合，切实做好

试题、试卷安全保密工作，坚决防范

失泄密事件发生；公安、消防、经信

委、交运、住建、工商、环保、城管、

卫计委、食药监、文广等部门将按照

市政府工作安排，认真制定方案，严

格落实责任，集中开展整治噪声污

染、安全秩序、交通秩序、市场秩序、

饮食卫生管理等高考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加强综合防控，整改薄弱环

节，确保考生及考务工作人员人身

安全，确保考试期间不发生大规模

群体性事件和安全事件；电力、电信

部门将全力保障考试期间各标准化

考点、考生食宿点、试卷保密室、高

考指挥平台网络和电力畅通，为考

生提供良好环境，保障标准化考点

正常运行。

普通高考及中考前后，省政府

还将组织督查小组对各市州考试组

织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市政府

也将重点对各地、各部门考试安全

保密、环境综合治理及考试保障等

工作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按

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严

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对因责任不落

实、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

影响的，将坚决追究有关部门和主

管领导的责任。

当天，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

和相关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再次

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保障目标，各参会

单位将对普通高考保障工作进行再

部署、再细化，以更高的标准，更扎

实的作风，全力确保实现“平安高

考”总目标。市教育局、招办及相关

单位将全力以赴，同心协力，为我市

高考、中考考生创造安全和谐、平静

温馨的考试环境，为我市高考、中考

工作圆满完成保驾护航。

（林智）

本报讯 5 月 28 日，遂宁市第九

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开幕式在市职业

技术学校举行，市教育局副局长严君

昌，各区县教育教体局、园区社会事

业局相关负责人出席本次开幕式。

本次活动主题为“阳光下成长”，

分为艺术表演、艺术作品、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和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

案例四大板块。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

通过各区县、学校进行广泛宣传动员，

艺术表演类征集到声乐节目、乐器节

目、舞蹈节目、戏剧节目、朗诵节目共

105 个，初选出 50 个节目进行现场展

评；艺术作品类征集到绘画作品、书法

篆刻作品、摄影作品共 500 余件；艺术

工作坊 13 个。

严君昌表示，三年一届的中小

学生艺术节展评活动，是我市全面推

进学校美育教育的重要抓手，是全市

学校展示美育教育成果的重要平台，

也是全市中小学生锻炼和展示艺术

才能的重要平台。他希望全市中小

学校要以本届艺术节展评为契机，加

强美育课程建设，全力推动我市美育

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市教育局加快推进学

校美育改革创新发展，成功创建了 9
所省艺术特色学校，2 所省优秀文化

传承学校，以及泥塑、剪纸、川剧、清

音等艺术特色项目品牌。（周雪梅）

树基品牌的源起

1914 年，“树基”幼教品牌前身

“树基儿童学园”诞生，1914 年 8 月 21
日，四大教会（华西教育会下属的北方

美以美会之外国妇女传道会、加拿大美

以美会之妇女传道会、美国浸礼会之外

国传道会、朋友会之外国传道会）联合

设立“私立成都协和女子师范学校”。

在私立成都协和女子师范办学期

间，为适应学校师范生实习的需要成

立了树基小学和树基幼稚园，此后为

适应抗战的需要又不断增设树基婴

儿园、树基托儿所、树基保训班、树基

福幼园等。至此，树基学校成为一个

教育系列。

“树基教育”传承至今来之不易，

她见证了中国幼教百年的发展历程，

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底蕴，其悠久的办园

历史被收录并载入了中国幼教史，是四

川教育宝贵、不可复制的幼教品牌。

树基品牌的发展

树基学前教育集团集百年名园品

牌优势，以“助推教育均衡”为己任，

全力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的

优质幼儿园，各具特色、理念先进、特

色鲜明、实力雄厚，树基致力于弘扬

主流教育，提升学前教育品质，把优

质幼儿园办到老百姓家门口，实现

“好入园、入好园”目标。目前集团具

有雄厚的科研资源和人才技术、省内

外学前教育专家团队等优势。

在成都范围内，“树基教育”已开

办幼儿园 11 所、0—12 岁延展项目 3
处、儿童馆 3 所、早教中心 2 所、家长

支持中心 6 所等丰富业态。并拥有丰

富经验的运营团队、完善的培训体系

以及综合发展的强大实力，完整实现

了 0—3 岁早教、3—6 岁学前教育、

0—12 岁拓展培训的全面涵盖。

“树基教育”旗下所办园获“省级

示范园”“成都市示范园”“成都市一

级一等园”“首批四川省早期教育示

范基地”“教育学一级学科实践基地”

“四川省 0—3 岁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

研究中心科研基地”等殊荣。

如今在成都，“树基教育”已是唯

一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幼儿园。

树基品牌的传递

在成、遂协同发展背景下，成都

树基教育联手四川天遂文旅集团、遂

宁市教投公司，在成、遂两大国有企

业的共同努力下，2017 年 2 月，遂宁

天遂树基教育管理公司正式成立。

双方共同派驻了拥有 17 年树基幼儿

园工作经历的园长和精英管理团队，

扎根遂宁开展相关办园工作，为遂宁

带来了传承着百年幼教经验的师资

和理念，充实了这座拥有 1660 年历史

城市的幼教文化底蕴，为幼有所育，

我们不断传递着这份爱。

“天遂树基”将助推我市幼教事

业快速发展，整体提升我市幼教水

平，建立优质幼教产业生态圈，深入

开发专业早教市场，全面布局幼教产

业项目，逐步构建立体化、梯度化、特

色化的学前教育产业链。同时，有序

推进打造特色幼儿园，弘扬特色幼教

主题文化。

“树基北滨幼儿园”将于 2018 年 9
月正式开园。也将作为百年幼教品牌

落户遂宁的第一站。我们秉持树基人

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

塑造专业精品，以浪漫的姿态去呼吸现

代教育的精髓，为孩子们的发展涂抹人

生最佳底色。 （庄耀华）

还有一周多，广大高三学子就要

走进考场迎来全国统一高考。相信

这一时刻的到来，你们的家长、老师

都是非常高兴、十分骄傲的！这一刻

的你们不妨把高考当作人生道路上

的成人礼，直面挑战，享受过程。这

一刻，笔者想对广大考生说几句话。

从你们初入学校那一天开始，直

到你们一个个成人，这一路走来，你

们的爸爸妈妈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

汗水。站在高考的时间结点，看到孩

子们一个个从懵懂少年到意气风发

的青年，他们内心有太多的感慨，既

欣喜、也不安。欣喜的是，看到你们

那么健康、那么优秀，而且即将步入

由你们自己掌控的人生；不安的是，

未来的生活，也许并不完美，也许比

你们想象的要坎坷，单纯的你们，能

接受和适应吗？！但他们相信，聪明

伶俐、自强自立的你们，定能慢慢懂

得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应对。

天下父母，都会对孩子殷殷的情

和满满的爱。他们希望孩子们学会

爱。过去的十八年，一直是父母、长

辈和老师在爱着你们，呵护着你们，

高考后你们成人了，也要慢慢学会去

爱、去呵护他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去关注他们渐渐老去或孤独的背

影。当然，除了父母和老师，也要爱

你们身边的人，爱你们即将步入的大

学校园和几年后现实社会，爱我们美

丽的国家，因为这些都将是你们在今

后人生道路上一路成长不可或缺的

元素。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只要人人

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孩子们，你们要相信，爱是可以

创造奇迹的。

小 时 候 ，你 们 跌 倒 了 、饿 了 、冷

了，都可以哭，那时候的你们，不需

要太多的坚强，因为有父母和老师在

时时刻刻关心着你们。但是，从现在

起 ，你 们 长 大 了 ，从 法 律 的 角 度 来

说，你们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了，要学着去承受挫折，去承担责

任。路漫漫其修远兮，注定不是一帆

风顺，一步一步都需要你们自己摸索

前行，你们不要害怕失败，不要担心

跌倒，要懂得去面对一切真实，去接

受许许多多的不完美。无论遇到何

种挫折，都要坚强的走下去，因为成

功一定属于你们！

这个社会不仅仅有诗和远方，也

还有现实和阴暗的地方。虽然《未成

年 人 保 护 法》已 经 不 再 适 用 于 你 们

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

都在时刻保护着你们。宪法、刑法、

民法、行政法规、规章……它们都可

以为你们提供理性的保护和帮助，请

记得学会并用好它们。当然，在保护

好自己的同时，你们也一定要遵守法

律、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做一个知

法守法的好公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

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孩子们，不，成年人们，以后

的路就交给你们自己了，爸爸妈妈不

再牵着你们的手引领前行了，但他们

会一直在你们身后，紧紧地默默地注

视着你们，永远支持和祝福你们！从

今天起，请迈开你们的坚定的步子，

踏 上 属 于 你 们 自 己 的 人 生 旅 途 吧 ！

也真诚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取得属

于自己的成功！

（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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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5 日，遂宁高级实

验学校外国语学校以“魅力实外 文

化贤园”为主题的第七届校园文化艺

术节在学校运动场举行。经开区兄

弟学校相关领导和部分家长代表应

邀出席，与全校师生一起观看演出。

活动中，爵士舞、民族舞、武术等

精彩节目依序登台，让现场观众尽情

享受这场文化盛宴。 （周雪梅）

迈着坚定步伐 踏上新的征途

我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开幕

“阳光下成长”展出课堂外精彩

树基北滨幼儿园：百年历史老园在遂传承出新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树基北滨幼儿园准备了系
列有趣活动，诚邀您和孩子共度，让我们携手未来共成长。

招生对象：2.5-6岁适龄儿童
成长专线：0825-2664099 18398125678（周老师）
地址：遂宁市经开区滨江北路1365号树基北滨幼儿园

树基北滨幼儿园的办园理念

让教育自然发生，教育即生
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
我们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健康
精神与体魄的人、具有良好的素
质与学习品质的人、具有独立自
主且整体和谐发展的人。我们
的承诺：以质为本、以爱为魂、环
境为先、服务为宗。

树基北滨幼儿园的特色

多元文化特色教育倡导“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儿童个性
与共性发展，旨在为幼儿提供多
样化的成长机会，为幼儿创设有
益于幼儿自主发展的教育环境，
引导孩子在活动中感知、在游戏
中体验、在生活中迁移、在实践
中提升，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理念
指引下，塑造儿童完整的人格，
提升儿童素养。

树基北滨幼儿园的教师

我们拥有一支健康、乐观、
善思、乐学、积极进取、充满活力
的教师团队，我们的老师潜心实
践，努力耕耘，用爱陪伴孩子们
健康快乐地成长。

树基北滨幼儿园的环境

温馨、灵趣，我们积极创设
轻松、活泼、充实的环境氛围，注
重给幼儿美的体验和熏陶，激起
孩子学习的兴趣、探究的欲望，
在“享受”环境中快乐地生活。

本报讯 5 月 23 日，遂宁中学领

导班子统一部署，对学校食堂和小卖

部进行了一次仔细检查。

活动中，学校副校长何亚杰带

队，重点查看了小卖部是否存在过期

及临近过期的食品，对乳制品及面包

类食品的处理是否合理。在对食堂

进行全方位检查后，何亚杰就食堂的

库存、冷藏、留样、消防等方面与食

堂负责人交换了意见。 （周雪梅）

本报讯 近日，遂宁一中组织召开

深化正风肃纪监督工作部署动员会，

两个校区全体行政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罗峻

峰组织参会人员学习了市教育局正

风肃纪专题会的精神，就推进学校正

风肃纪监督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并

提出了要求。

下一步，学校将在全校教职工大

会上组织学习，让每一个教职工知

晓，在全校范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氛围。 （廖媛媛）

本报讯 日前，遂宁市首届“大美

中国 .美育遂宁”教师艺术作品展在

市美术馆开幕。遂宁二中教师罗勇、

李红萍的版画作品均获一等奖。

此次艺术展评活动由市教育局

与市文广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

同主办，参加人员为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教师、教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工作

人员。遂宁二中共选送 9 件作品，其

中罗勇的版画《那时的戏影》、李红

萍的版画《小憩》获一等奖，王雯的

水彩画《瓶花》获二等奖。（廖媛媛）

本报讯 日前，北京大学 2018 年

“博雅计划”、清华大学 2018 年“领军

计划”人才选拔初审名单出炉，射洪

中学祝嘉龙、胥畅通过“博雅计划”

初审，胥畅、李尚儒通过“领军计划”

初审。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 101 名优秀

学子通过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武汉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兰州

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国内知名高校

的自主招生初审。 （廖媛媛）

遂宁中学开展学校食品安全检查

遂宁一中召开正风肃纪工作部署动员会

遂宁二中教师版画作品获全市一等奖

遂宁二中滨江校区举办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
本报讯 日前，市关工委、市教育

局和遂宁二中滨江校区，在学校多功

能会议室联合举办以“牢记历史，勿

忘国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学习”为主题的革命传

统教育报告会。

现场，市关工委宣传报告团报告

员、遂宁市河东幼儿园副园长周袁茜

作了专题报告。市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熊高仲勉励学生们，要努力学习，

担负起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为建设

祖国做出更大贡献。 （廖媛媛）

射洪中学4人次通过北大、清华人才选拔初审

丰和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蓬溪县镜园景观项目工程

已竣工验收，项目正在办理结算，

请有关涉及到该项目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在 2018 年 6 月 4 日前到

我公司项目管理部登记申报，逾期

作为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陈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13980069043
丰和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28日

公
告

本报讯 5 月 25 日，市教育学会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召开。市教科所副所长、市教育

学会殷红斌宣读批准成立文件。

会议审议了专委会成立相关筹

备工作报告。选举了陈克乐等 13 人

为专委员会第一届理事。陈克乐担

任第一届理事长，罗小明、漆智、晏

辉担任第一届副理事长，马彬担任第

一届秘书长。 （林智）

我市成立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专委会

《非常教师》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5 月 20 日，由中国教师

报出品、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的《非常教师》新书发布会在北京 21
世纪国际学校举行。

该书生动记录了遂州外国语小

学校教师团队的成长故事。学校成

立的 11 年间，校长李启书带领一个

爱岗敬业的教师团队，将一所名不

见经传的学校打造成为当地知名学

校，创造了“遂外奇迹”。书中记录

了团队里 21 位教师，他们身上朴素、

常态化的故事，诠释了遂州外国语

小学校教育人对教育的至真至诚。

国家督学、《人民教育》杂志原

总编辑傅国亮，中国教育学会监事

长、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原秘

书长杨春茂，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

雷振海，中国教师报课改周刊主编褚

清源，山东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杨智等

出席本次发布会。会上，多位教育名

家盛赞遂外所提出的“做最真诚的教

育，做最懂孩子的教育”办学理念，深

刻把握了教育的本质和要义，为中国

小学教育的内涵发展提供了遂外智

慧和遂外经验。 （廖媛媛）

燕山小学
举行“幼小衔接牵手”活动

本报讯 5 月 23 日，燕山小学举

行“幼小衔接牵手”活动，盐关街幼

儿园大班共计 100 余名师生到该校

参观校园，观看升旗仪式。活动中，

燕山小学师生就《小学生守则》进行

课堂展示，复习了新生入学的规则，

引导幼儿园孩子熟悉小学课堂模

式、课堂常规，向幼儿教师展示了不

同的教学方式。 （周雪梅）

顺城街幼儿园
开展跳蚤书市爱心义卖

本报讯 近日，顺城街幼儿园

开展了“让爱传递”读书节之跳蚤书

市爱心义卖活动，全园幼儿及家长

参与了本次活动。由于义卖书籍质

量高、价格优，全校 16 个摊位近千

册书很快被抢购一空。义卖所得

9000 余元善款全部捐赠给船山区老

池乡的贫困儿童，让他们享受阅读

的快乐。 （廖媛媛 杨于 李建苹）

天宫庙幼儿园
开展师德师风大讨论

本报讯 近日，天宫庙幼儿园全

体教师以“如何提升个人修养”为题

开展师德师风大讨论。通过“大讨

论”，让教师们在评议中不断认识自

己，学习良好师德师风先进教师事

迹，努力提升个人修养，不断充实完

善自己。据悉，在间周一次的政治

学习会议上，还会就师德师风进行

培训。 （廖媛媛 田园园 贺薇）

遂宁高级实验学校外国语学校举行校园文化艺术节

□寄语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