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0 日至 22 日，由四

川教育报刊社与四川省学校文化建

设研究会共同主办、遂宁市教育局

和《幼儿乐园》杂志联合承办的 2018
年首届“四川省学前教育论坛”在我

市举行。论坛围绕“我是幼儿园教

师——探讨新时代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素养”主题，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幼有所育”精神，讨论了如何更好

地遵循儿童成长规律、科学促进孩

子在幼儿园快乐成长。四川教育报

刊社社长陈立、副社长胥茜，四川省

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会长高善峰、

遂宁市教育局局长张永福等出席开

幕式。

开幕式上，张永福发表致辞。在

介绍遂宁区位优势和文化特点后，他

指出，推进学前教育提质发展是提升

群众对教育工作获得感的重要载体，

首届“四川省学前教育论坛”由遂宁

市教育局承办，既是展示遂宁幼教事

业发展的一个平台，也是一次难得的

交流学习机会，“相信通过凝聚各位

专家的智慧，遂宁学前教育改革必将

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提升。”

继后，胥茜、高善峰分别发表讲

话，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常务副院

长陈实作报告，台湾威尔森幼儿教

育集团副总裁简志升分享经验。

本次论坛持续了 3 天，全省 400

余名教育管理者、幼儿园教师参加

论坛和学习。期间，来自遂宁市、成

都市、甘孜州、南充市、广安市、广元

市、泸州市及资阳市的教育管理者、

园长做主旨演讲，并通过访谈、对话

方式与在场教师深度交流；与会者

还参观了遂宁市天宫庙幼儿园、河

东实验幼儿园、星蕾国际幼儿园等 3
所幼儿园，实地感受遂宁市近年来

在学前教育建设方面的成果；活动

邀请了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学前教

育实践者和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四

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专家

进行经验交流和作报告。

（廖媛媛 杜昌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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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遂宁教育加快发展上新台阶“金点子”征集结束

87条建议将接受研究评议高考志愿填报正分批次进行
市招办提醒考生：注意招录变化 有梯度地进行志愿填报

本报讯 目前我省高考志愿填报

时间已经公布，本科批填报志愿结束

时间为 6 月 28 日 12 时，艺术体育类

专科填报志愿结束时间为 6 月 28 日

17 时，普通类专科填报志愿结束时

间为 7 月 5 日 12 时。此外，职教师资

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志愿均在 6 月

28 日 12：00 前完成填报。

考生填报升学志愿，是普通高校

招生工作的重要环节。记者从市招

办获悉，今年高考加分照顾录取政策

上有变化，我省在招生项目类别上还

新增深度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在此特

别提醒考生要量体裁衣谨慎选择，有

梯度地进行志愿填报。

目前，高考加分照顾录取政策取

消了体育特长生、中学奥赛、科技类

竞赛、省优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

事迹的考生等全国性加分照顾政策；

取消了散居少数民族考生在我省省

属院校录取时的加分照顾政策；新增

了公安英模子女在与其他考生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

同时我省今年新增深贫专项计

划，定向招录培养技术人才。根据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

深度贫困县人才振兴工程的意见》，

我省首次实施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

培养计划，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

养、定向上岗的方式，为深度贫困县

招录培养紧缺专业大学本科生，面向

深度贫困县招录培养高职技术技能

人才。正住户口在深度贫困的 43 个

县且连续 3 年以上户籍、符合我省当

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参加当年普

通高考的考生即符合报名条件，其他

地区的考生可以填报，在深度贫困

43 个县没有完成招生计划时，才有

机会参加录取。

每逢招考季，一些社会培训机构

和中介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考

生和家长上学心切的心理，往往以出

国留学、自学考试助读班、成人高考

助读班招生进行宣传，混淆国家普通

高校招生，误导考生和家长。市教育

局、市招办在此慎重提醒考生：只有

经过省招考委批准录取为普通高校

的考生，才能注册普通高校学籍。社

会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招的助读班，

未经省招考委批准录取，是培训性

质，请谨慎选择，切忌不要上当受

骗。希望广大考生按照《招生考试

报》公布的招生计划和平行志愿录取

规则，量体裁衣，志愿要有梯度，不

要好高骛远，选择好自己喜欢的学校

和专业，祝同学们如愿走进理想的大

学。

（廖媛媛）

本报讯 日前，市教育局面向社

会开展推动遂宁教育加快发展上新

台阶“金点子”征集活动结束。市内

外教育工作者和各方人士，围绕国省

教育改革发展大局要求，立足遂宁教

育实际，聚焦“遂宁教育加快发展上

新台阶”主题，提出了 87 条有针对性

解决措施的“金点子”。

经初步统计，“金点子”重点内容

为提升教学质量，完善机制，推动名

师、名校长、名学校建设；完善城乡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城市学校

挤，农村学校弱”等问题的办法和措

施。接下来，市教育局办公室将收到

的“金点子”汇总后上报评审组，对

“金点子”以及各类建议方案进行研

究评议，进一步完善教育决策；对优

秀“金点子成果”颁发荣誉证书并给

予奖励。

（廖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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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动态

六月的夏风裹挟着高涨的热情，六月的二

中滨江校区充盈着满满的活力。 6 月 19 日上

午，遂宁二中教育集团滨江校区操场上，同学们

排着整齐的队伍，参加由该校组织的“相聚二

中，青春起航”暑期夏令营的开营仪式。

党支部书记、校长潘明英在夏令营开营仪

式上讲话，在预祝本期夏令营取得成功的同时，

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在夏令营期间锻炼自己，吸

收更多的知识。据悉，学校举办这次夏令营活

动以“践行办人民满意教育，服务社会”为宗

旨，帮助学生规划好漫长的暑假，为即将开始的

六年中学生活做好心理准备，做好知识准备，做

好成为一名优秀中学生的素养准备。学校在开

营仪式当天为同学们准备了语文课、数学课和

科创课，为学生们的暑假生活带来全方位的培

养，掀开中学学习的神秘面纱。

此外，在整个暑期期间，由学校优秀名师及

行政领导担任营长、副营长将指导学生如何安

排暑期生活。教务处副主任李攀华介绍道：“每

个营的老师建立了自己营的 QQ 群，通过每天布

置一项‘特殊作业’，家长协助督促学生完成并

上传完善情况至 QQ 群，了解每个学生的成长。

希望通过这种活动促进家校共育，让孩子们对

即将开始的初中生活有一定了解，也让老师们

了解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促进学生在顺利的进

入初中学习状态，让他们有一个更好地成长。”

据悉，阅读经典名著、坚持练字、帮家长做家

务、游览祖国名山大川、看爱国电影、收看新

闻、听经典红歌、坚持运动锻炼等项目均在夏令

营作业之列。

据李攀华介绍，夏令营一共规划了 8 个营，

共 500 多名学生报名参加。通过特色课程在学

习方法和行为上对孩子们进行引领，以更好的

促进学生小初衔接。“夏令营能让学生们在假期

中锻炼自己、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也为他们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老师们也进行了精心的

备课，基本上做到颠覆同学们对语文、数学、科

创的一种固有的认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活动现场，参与夏令营的同学在老师的带

领下进行了庄严宣誓：在暑期生活中认真学习，

不负青春，努力奋斗。

（廖媛媛）

特色暑期 青春起航

遂宁二中滨江校区暑期夏令营开营啦

顺城街幼儿园参加
“天籁之星”少儿舞蹈教
学成果展演录制

本报讯 近日，顺城街幼儿园小

橙子艺术团的成员受中国舞蹈家协

会社教委邀请，到成都广播电视台

演播大厅录制“天籁之星”少儿舞

蹈教学成果展演节目。

在舞蹈《神奇的大脚》中，幼儿

们将呆萌俏皮的小企鹅表现得淋漓

尽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评

委老师更是对原创作品翘起了大拇

指。 （廖媛媛）

大南街小学获市校
园足球联赛船山分赛小
学男子甲组季军

本报讯 日前，从刚结束的遂宁

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船山赛场

传回喜讯，大南街小学男子足球代

表队喜获船山区甲组联赛季军。

联赛期间，大南男子代表队取

得 4 胜 2 负 1 平的良好战绩，从甲组

共 8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季

军。 （廖媛媛 王建胜）

遂宁天地艺术培训
中心举行落成典礼

本报讯 日前，遂宁天地艺术培

训中心在市城区银丰国际举行落成

典礼。典礼上，孩子们带来精彩的

节目表演，培训中心为孩子们举行

了绶带暨颁奖仪式。

遂宁天地艺术培训中心前身为

遂 宁 天 地 跆 拳 道 馆 ，成 立 于 2009
年。通过 10 年发展，由单一的跆拳

道项目过渡到综合的培训机构，于

今年 6 月正式入驻银丰国际，开设

了跆拳道、中国舞、拉丁舞、爵士舞

等一系列专项培训项目。 （林智）

本报讯 6 月 20 日，射洪中学在

学校广袤运动场开展了禁毒宣传主

题活动，以进一步加强校园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师生自觉抵制毒

品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学校通过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展

板分类宣传、老师现场讲解等方式向

学生普及目前常见的毒品类型、传播

途径、身心危害以及国家禁毒的法律

法规等知识，提高学生的防毒能力和

防毒意识。

（廖媛媛）

射洪中学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讯 日前，遂宁中学校刊学

生编辑成立会在学校学术厅召开，副

校长、校刊副总编王凌、唐悦，学校

语文组组长唐国兵、副组长吴双，校

刊编辑部老师方嘉嘉出席成立会。

会议由编辑部老师郭梅主持。

王凌首先对学生编辑部的成立

和同学们的加入表示了祝贺和感谢，

并介绍了办刊的重要性和意义。他

希望同学们珍惜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通过学生编辑部平台，广泛接触校内

各部门和广大师生，努力为自己学习

成才和人际交往积累经验。据了解，

遂宁中学校刊学生编辑部成员分别

是责编助理 3 名，特约编辑 12 名，班

级编辑 60 名。 （周雪梅）

遂宁中学成立校刊学生编辑部

本报讯 近日，遂宁二中开展“安

全生产月”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由副

校长刘靖牵头，安全保卫科负责实

施，对学校师生在防溺水、防雷减

灾、交通安全、应急自救、食品安全

等全方位进行安全教育。教育活动

采用班会课、学校展板以及安全保卫

人员讲解形式进行，成为建设平安校

园、平安暑假的又一重要举措。

（廖媛媛）

遂宁二中开展“安全生产月”宣教活动

本报讯 6 月 19 日，长乐街小学

1993 届 毕 业 学 生 冉 晓 峰 为 感 恩 母

校，向学校捐赠了一批环保节能省电

设备。该批次设备具有空气净化、节

能省电功能。

据悉，冉晓峰是重庆昱轲星科技

公司遂宁总代理。此次捐赠的环保

节能省电设备每月可省电 30%-50%，

使用寿命 8-12 年。学校负责人感谢

毕业学子发展不忘母校的情怀，并表

示有了这批节能环保设备，学校在经

费上会节省一些，校园安全方面也将

会更加有保障。

（廖媛媛 黎亚 张扬）

长乐街小学毕业学子捐赠环保节能设备回报母校

首届“四川省学前教育论坛”在我市举行

探讨新时代幼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本报讯 6 月 21 日 下 午 ，首 届

“四川省学前教育论坛”现场会在天

宫庙幼儿园举行。该园的老师和小

朋友热情地接待了客人们，并分享

了自己的游戏活动，给主宾双方都

留下了美好的共同回忆。

活动现场宾客如云，幼教专家、

幼儿园园长、幼儿教师及媒体人士

等近 200 人济济一堂。来宾分两时

段进入幼儿园，参观了园所环境并

观摩了该园的全园性混龄大区域游

戏活动。观摩过程中，来宾们对该

园的混龄游戏规模之大啧啧称赞，

对游戏凭证“护照和存折”连连褒

奖。 （廖媛媛 贺薇 田园园）

相关新闻

首届“四川省学前教育论坛”现场会在天宫庙幼儿园举行

论坛现场

本报讯 6 月 22 日，遂州外国语

小学书法班的孩子在学校开展了期

末成果汇报展，挥毫泼墨尽显才华。

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一年级小朋友

硬笔书法以楷书为主，二年级孩子硬

笔书法以篆书为主，三年级孩子的软

笔书法以临摹颜真卿楷书为主，四年

级的孩子以软笔作品为主，演绎书法

神奇魅力。

（廖媛媛 田吉华 代丹）

遂州外国语小学开展书法班作品汇报展

有趣的数学课堂学生主导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