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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学早，家里没人接；课后作业辅

导、批改，家长连轴转；送至校外培训机构，

却又担心安全和培训质量等问题。这些曾

困扰家长的问题如今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从今年 3 月起，船山区城区内的公办小学及

遂宁六中初中部等学校将试点“课后服务”，

为家长们“减负”。

15所学校试点课后服务

为避免课外负担过重，影响学生的身心

健康和全面发展。今年 3 月起，按照国务院、

教育部以及省市的相关要求，船山区将在市

城区的公办小学校及遂宁六中初中部等 15
所学校试点课后服务工作，也就是学校在正

常教学实践之外，利用学校的人员、场地等

优势，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据了解，从 3 月开始，除寒、暑假及法定

节假日之外，每周二至周五下午放学后，试点

学校将正式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服务内容分

为整理课业辅导与个性发展辅导两大类，一

是在学校内由教师督促学生完成当日作业，

以此解决家长辅导学生作业时的困难。二是

针对学生的个性发展，组织学生开展阅读、体

育锻炼、艺术特长、科普娱乐等活动，或开展

社会综合实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 18:00
(夏季)或 17:30(春季)，不超过 2课时。

“课后服务就是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接送

孩子的问题。为杜绝学校将课后服务变相

为集体教学或补课等问题，我们将规范课后

服务行为，用综合施策破解中小学课外负担

过重难题，为孩子的成长营造安全、健康的

环境。”船山区教体局教育股副股长蒋兴荣

表示，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比以前素质教育

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更利

于促进教育的优质发展。

试行期一年后逐步推广

记者了解到，船山区课后服务工作试行

期拟定为一年，将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与完善

不足，逐步在有条件的公办学校推广，更广

泛的满足群众、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根据船山区出台的《船山区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下称《方案》)，课后

服务范围为船山区中小学生，以船山区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为实施主体，各学校负责具

体承接实施。活动场地主要以学校活动场地

和设施设备为主，校外科普等基地为辅。

关于所需费用，船山区提出采用政府适

当支持、家长适度分摊的经费筹措机制。政

府适当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并提供课后

服务工作基本条件。学生家长向区青少年学

生校外活动中心账户交纳课后服部分成本

费，标准为：小学 180元/月/生，初中 150元/月/
生，每学期按 4.5 个月计算，按学期交费。

目前，船山区是全市范围内最早试行“课

后服务”的县区。据市教体局教育科工作人

员介绍，接下来，全市其余县区将根据国务

院、教育部以及省市的相关要求，从本地实

际情况出发逐步推开“课后服务”工作，相应

的实施细则也将随之出台。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船山区率先推行课后服务试点工作

整合资源让“课后服务”更规范有效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接

送孩子的问题，今年 3 月
起，船山区将在市城区的
公办小学校及遂宁六中初
中部等 15 所学校试点课
后服务工作，即学校在正
常教学实践之外，利用学
校的人员、场地等优势，
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船山将规范课
后服务行为，切实开展好
课后服务工作，实现优质
教育。船山试点成功后，
全市各区县将结合实际逐
步推开“课后服务”工作。

迎着春光向高考胸怀目标筑辉煌
——遂宁二中隆重举行 2019年高考百日誓师大会

走过“成人门”
踏上新的人生征程

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学校为高三

学子举行了 18 岁成人礼，全体高三学生依

次走过成人门，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仪式

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拉开了大会的帷幕。

学校副校长、高三年级分管领导王代

彬为高三誓师大会作动员讲话。他表示学

校举行高考百日誓师大会，是母校给与大

家的馈赠。这种馈赠是一种熏陶，有助于

大家全面发展。“人生是一场没有裁判的马

拉松，坚持梦想，坚持奋斗和努力，我们所

能取得的成绩甚至可以出乎意料。”他说，

起点不能决定到达终点的时间，后发的努

力可以缩短差距，甚至可以实现超越，改写

冲刺的业绩。

在接下来百日冲刺中，他希望同学们

坚定信念、明确目标、调整心态、树立涨分

意识，把剩余的一百天变成学习生涯中真

正的黄金时间，变成跨越人生极限的一百

天，在高考的征途上书写自己人生的传奇。

高三五班吴若昊同学代表高三全体同

学发言。他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方法，

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高三学子对一诊成绩

的感言及对六月高考拼搏的决心。在高二

学生代表送上温馨祝福之后，家长代表、教

师代表相继上台发言，全体高三教师共同宣

誓剑指高考，声声期待和祝福、句句叮嘱和

勉励将全体高三师生的热情点燃。

现场，校长邹显斌授予高三年级“必胜

旗”。旗帜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种

精神，学校希望这面旗帜能够引领学子们踏

上理想的大门。随后，高三全体学生举起右

手，向自己、老师和学校发出备战高考的“最

强音”，郑重承诺：“请母校放心，请老师放

心，请家长放心，我们正信心百倍，斗志昂

扬，意气风发，誓创辉煌。”

百日誓师大会吹响了遂宁二中高三学

子实现人生卓越理想的集结号，奏响了决胜

高考的雄浑序曲。在老师们、同学们响遏行

云的铮铮誓言中，在学弟学妹最真挚的祝福

声中，大会气氛到达最高潮。他们用声音宣

告，遂宁二中高 2019 届的老师们是一群恪

尽职守的高考弄潮人，勇于拼搏，甘将心血

化时雨；遂宁二中高 2019 届学子是一群枕

戈待旦的威武雄狮，四牡翼翼，象弭鱼服，随

时等待高考的检阅。

又逢一季花正好，又

是一年亮剑时。还有百

日，高三的学子们将踏上

战场，书写他们的华丽篇

章。3月 1日下午，遂宁二

中在学校操场举行 2019
届高三决战高考百日誓师

大会，吹响了高考冲刺的

号角。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邹显斌；党委副书记、

工 会 主 席 张 铃 ；党 委 委

员、副校长邱志勇、王代

彬、杨兰萍；副校长刘靖

等行政班子成员，高中年

级全体学子、教师、家长

代表齐聚一堂，和高三学

子一同点燃激情，给梦想

加油；拔剑擂鼓，向高考

冲锋！

奏响“铿锵曲”冲刺百日决胜高考

■廖媛媛/文 周雪梅/图

北兴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份

制）承建的南湖半岛商业米高公寓主体

施工项目于 2018年 12月 30日完工，该项

目应支付农民工工资已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全部结算，现将以上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2019 年 3 月 5 日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公示期内，如参加该项目施工的农

民工朋友有遗漏未结算工资的，请带上

相关手续到我公司进行结算。

特此公示

电话：0825-2393926 13882518425
投诉监督单位：遂宁市船山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 0825-5185788
北兴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5日

公
示

北兴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份

制）承建的遂宁大院商业公共装修项目

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完工，该项目应支付

农民工工资已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全部

结算，现将以上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2019 年 3 月 5 日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公示期内，如参加该项目施工的农

民工朋友有遗漏未结算工资的，请带上

相关手续到我公司进行结算。

特此公示

电话：0825-2393926 13882518425
投诉监督单位：遂宁市劳动保障监

察支队 0825-2226718
北兴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5日

公
示

我市四所学校获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近日，国家

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通知，公布 2017-2018 年度

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我市大

英中学、蓬莱中学获“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此前，射洪中学、安居育才中学曾获省级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射洪中学学生获佳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近日，从全

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组委会传来喜报，射洪

中学高 2018 级学生在 2018 年全国中学生英语

能力竞赛中喜获佳绩。学校高 2018 级杜洋同

学获得全国一等奖，李逸潇等 6 名同学获得全

国二等奖，赵佳艺等 7 名同学获得全国三等奖，

66 名同学获得省级一、二、三等奖。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是全国规模最大

的英语学科竞赛，是面向全国中学生举办的综

合性英语能力竞赛。射洪中学注重对拔尖创新

人才的培养，通过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此类大

赛，提高学生的学科综合素质和学科素养。

新学期授书仪式
唤起孩子们对书籍尊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2 月 25 日，圣

莲岛小学二年级 2 班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新课本

赠书仪式，班主任李佳玲老师将新书用双手传

递给孩子，学生们双手举过头顶，恭敬地领取新

书。

李佳玲表示，在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上，进

行具有仪式性的授书仪式，是想以这种形式唤

起孩子们对书籍的尊重，对知识的敬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即，为更好展现女教师风

采，2 月 27 日，城南教育联盟组织女教师在

城南小学五楼书吧举行了以“展巾帼向党

心·逐教育强国梦”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联

盟内城南小学、保升小学、复桥小学各选送

一名优秀选手参加比赛。

演讲现场，3 位选手依序上台，带来了演

讲作品《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扬时代巾帼

风采，做教育强国的追梦人》《筑梦教育》，她

们铿锵有力、深情并茂的演讲赢得了现场阵

阵掌声，展示了城南教育联盟女教师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

又讯（王静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近日，

燕山教育联盟举行了“展巾帼向党心·逐教育

强国梦”演讲比赛活动。燕山小学、永兴小学

和吉东小学数十名青年女教师同台角逐。

演讲过程中，参赛选手紧扣“展巾帼向

党心·逐教育强国梦”的演讲主题，立足于自

身的教育经历，着眼于真实而动人的教育故

事，以小见大，展现了新时代教师奋发有为、

立德树人的良好精神面貌和师德水平，也彰

显了新时代教师为建设教育强国工程而努

力的坚定决心。通过激烈角逐，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并推荐永兴小学何捷老师参加

船山区的演讲比赛。

展巾帼向党心 逐教育强国梦

城南燕山教育联盟开展演讲比赛

高三学子走过“成功门”

校长邹显斌授予高三年级“必胜旗”

高三学子挥动“必胜旗”

高三年级班级宣誓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