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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青春激情，唱响时代梦想。日
前，安居一中思源校区全体师生欢聚学
校运动场，开启了一场以“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艺术盛会，为伟大
祖国的 70 年华诞提前献上生日礼赞。活
动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以其高立意、巧
构思、精水准赢得了师生、家长及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校长寄语
奋进人生文艺铸魂

近年来，安居一中十分重视学生的艺

术教育，一年一度的学生文化艺术节就是

最好的见证。晚会上，安居区委教育工委

委员、局党组成员、区职业教育管理中心主

任、安居一中党总支书记、校长李洪金回顾

安居一中的发展历程、赞赏师生为校争得

荣誉，激情寄语全校学生。

李洪金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中国青年以奋勇之姿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奇迹。青春梦想、青春奋斗是

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新的

时代给青年一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

遇，同时也给青年一代带来了新的挑战和

新的更高的要求。望广大青年朋友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增长知识见识，做一名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李洪金希望，“全体师生在本届校园艺

术节中，用对自己的充分自信，用对学校的

无比自豪，用思慕先贤的深深景仰，用探索

艺术真谛的满腔热情，用追求美好生活的

美好憧憬，用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拥抱艺

术之美，共创美好未来。”

才艺表演
舞动青春绽放精彩

听，古筝、琵琶等乐器弹奏出悦耳的声

音仍在耳畔回响；看，曼妙的舞姿、行云的

书法、飘扬的中国旗帜犹在眼前浮现。据

了解，本次文艺汇演分礼赞五四、活力校

园、展望明天三个篇章。晚会在高中部学

生带来的《我们都是追梦人》的舞蹈中拉开

了帷幕，跳出了青春的气息与活力，也瞬间

点燃了台下学生的爱国情怀。

校园艺术节是学生展示自我才艺的一

个舞台，为了办好本次艺术节，学生们早在

1 个多月以前就已着手准备节目、排练节目

了。辛苦的付出，收获的是完美的舞台呈

现。晚会现场，《江姐》《青春的旋律》《茉莉

芬芳》等古今经典作品，散发了国学经典无

穷的魅力，展示了学生们对古今经典蕴藏

的中华文化精髓的理解，讴歌了当代青少

年的责任与担当，激发了师生们炽热的爱

国情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舞蹈《心声》、流行音乐《毕业歌》等歌

舞乐器表演节目更是青春迸发、动感无限，

展现了学生们蓬勃向上的青春风采和精神

风貌，给现场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

击，活动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

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

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晚会最后，当熟

悉的旋律响起，学校领导参与表演的学生

同唱《我们的新时代》，台下学生挥舞着手

中的荧光棒，共同期盼明年再相约。

据了解，在此次文艺汇演中，还进行了

优秀团员、团干部、优秀团支部、优秀青年

教师的表彰活动，激励更多青年积极向上、

努力奋斗。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三家中学校举行
首届校园足球赛

5 月 15 日，伴随足球裁判员一

声哨响，学生们欢呼雀跃，三家中

学 拉 开 了 首 届 校 园 足 球 赛 帷 幕 。

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三

家中学将足球教学纳入教学大纲，

摆在了重要位置，将“校园足球赛”

与“ 校 园 田 径 运 动 会 ”“ 校 园 篮 球

赛”一道作为每学期必须举行的体

育 赛 事 ，做 到 提 前 谋 划 ，精 心 准

备。图为三家中学校首届校园足

球赛比赛现场。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区教体局

检查学校安全卫生和高考备考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5 月 13 日，安居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金声来到玉丰镇和西眉镇，检查指导学校安全卫

生和高考备考工作。

在玉丰星星幼儿园、西眉金锣幼儿园等民办学

校，宋金声仔细查阅了防溺水安全责任书、食堂食

材进货凭证、食品留样记录等软件资料，详细检查

了食堂、教室、楼梯间和学生休息、活动等场所的安

全隐患，并叮嘱学校负责人立即整改；在和赤小学，

宋金声认真听取了学校负责人落实生态教育理念、

家校共育、家访制度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并要求学

校进一步开展工作探索；在西眉中学，宋金声认真

听取了学校高三负责人关于 2019 年高考备考、迎考

的准备情况，并在学生食堂与陪餐教师、高三学生

共进午餐。

宋金声指出，学校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

类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校园安全常态化管理，强

化师生安全教育，提高师生安全防范能力，坚决杜

绝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宋金声强调，学校安全无

小事，各级各类学校要落实到位，加大安全投入，及

时发现并整改校园设施及周边环境存在的安全隐

患，确保校园安全稳定，为构建平安安居、和谐安居

贡献教育智慧和力量。

安居特校

启动第一届“蜗行教学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给教师提供

校内培训和提升自我的平台，同时丰富工会会员活

动，安居特校教导处联合学校工会从今年 4 月起开

始启动了为期 1 个月的“蜗行教学节”，学校全体教

师参与了本次教学研究活动。

据了解，本次的“蜗速课堂”展示活动共涉及了

生活语文、生活数学、唱游律动、康复等多个学科。

课前，参赛教师针对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行了精心的

打磨，力求成为个别化、生活化、情景化、游戏化的

课堂典范。课堂上，参赛教师将全新的特殊教育教

学理念渗透到教学活动中，运用新颖灵活的教学方

法和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突显“个别化教育教学”

的基本理念。

据悉，安居特校正在打造全新的德育体系“蜗

牛夺宝（品格）治疗体系”，从本期开始，每期都会启

动“蜗行教学节”，掀起培智教学课堂创新研究的热

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记者从区

卫生健康局获悉，5 月 18 日，安居区人民政府与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就医联体建设进行了洽谈，

对组建妇幼保健专科联盟、建立系统的保健预

防体系达成初步意向。

此次洽谈是深入贯彻落实 5 月 17 日全国医

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探索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安居区将继续坚

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积极寻求与更高水平医

疗机构合作，着力解决老百姓关注的“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据了解，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是一所集医

疗、保健、公共卫生管理、教学、科研、培训等职

能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具有现代

化的医院管理人才和雄厚的专业技术力量。专

科联盟成立后，将深化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与安

居区妇幼保健院在双向转诊、技术指导、人才培

养、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真正打通大型医疗

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间的壁垒和障碍，让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延伸发展，让安居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实现

“资源跑起来、群众笑起来”，全面提升安居妇

幼保健事业发展水平。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 近日，

区卫健局组织区疾控中心、区人民医院、

区卫监大队、区妇计中心、区柔刚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召开 2019 年特殊人群服务管

理暨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部门协调会。

会议重点研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

务管理、艾滋病防治及结核病防治等相

关工作现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问

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各相关职

能部门分别对近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

务管理、艾滋病防治及结核病防治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汇报，共同协商解决工作

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会议要求，在重精管理方面，各相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职能职责、建章立

制，做好工作人员组织培训、宣传教育，

病人随访、跟踪、管理、指导服药、信息交

换等工作，努力提高病人服药率及规范

服药率，对于低保、五保、残疾、贫困人口

等困难群体，要加大关心与帮助力度，因

人施策，制定个性化帮扶治疗方案，将民

政救助资金重点倾斜于此类人群。在艾

滋病防治方面，各相关部门要清楚认识

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打好艾滋病防治

攻坚战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单

位务必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艾滋病

防治严峻形势，明确职能职责并切实履

职尽责，努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根据

“早发现、早诊疗、早治疗”原则，加大监

测监督、管理、随访、治疗力度，加强信息

沟通与交流。在结核病防治方面，各相关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卫生工作会议

精神，加大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加强对结

核病患者筛查、管理、跟踪、随访、治疗等

工作，尤其重视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尽

早将结核病筛查纳入学生入学及转校生

必检项目，从源头上杜绝传染源的发生。

会议强调，各部门务必提高思想认

识、充分认识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及传染

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强化责任

担当、主动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抓好落

实，特别是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务必实

现新生儿“0”艾滋的防控目标，另外，加

大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他

们的工作能力与服务水平，抓好基层督

导考核工作，督促基层工作人员以强烈

的政治感、使命感、以正向的思维做细、

做实各项工作。

区人民医院
为贫困户送鸡苗

日前，区人民医院党总支根据政策要求，

结合柔刚街道办萝卜园社区贫困户的实际情

况，开展“送鸡苗”产业帮扶活动，积极帮助当

地贫困户找路子、谋发展。

发放现场，领取鸡苗的贫困户将一只只

活泼健康的小鸡仔装进各自的背篓里时，纷

纷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据了解，此

次免费赠送鸡苗，初步解决了部分贫困户想

发 展 养 殖 业 而 无 法 筹 集 启 动 生 产 资 金 的 问

题，调动了贫困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增强了

他们的脱贫致富信心。图为区人民医院党总

支成员为萝卜园社区贫困户赠送鸡苗。

卢麒远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安居区将与省妇幼保健院组建专科联盟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安居一中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暨第十八届校园艺术节开幕式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区卫健系统召开 2019年特殊人群服务管理
暨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部门协调会

（上接01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精神。会议要求，要不断

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加强理论武装，不断巩固安居

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

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听取脱

贫攻坚 2018 年考核情况的重要讲话精神、四川省

2019 年贫困县摘帽工作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全市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专题会议精神。会议

要求，要深化认识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会议精神，始终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确保下足“绣花”

功夫、倾注“匠心”精神。要紧盯重点打好战役，在

“夏季战役”中，要坚持目标标准，推动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要强化培训注重督查，把大规模培训脱贫

攻坚一线干部作为“夏季战役”的重点工作，以扶贫

业务及政策知识、典型案例为重点，通过案例教学、

现场教学、知识测试等多种方式，提高各级扶贫干

部政策业务水平和精准扶贫工作能力。要把作风

建设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着力解决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会议还审议审定了其他事宜，并在会前学习了

《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

实施意见》。副区长曾勇、潘昀列席会议。

（紧接 01 版）通过众口相传，以商招商，努力把安

居区建成经济强区。

会议审议了《遂宁市安居区居民生活用气销

售价格联动工作办法》。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

督促燃气企业严格执行联动机制有关规定，确保

天然气价格顺调依法依规，杜绝发生负面舆情事

件。要积极探索管理机制，加强对燃气企业的统

一管理，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并在会前组织学习了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副区长

佟硕，副区长冷强军、聂洪、曾勇、潘昀、舒玉明，区政

府副县级干部吴小林，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玉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蒋文武，区政协副主席吴敏以及区人大代表、区政

协委员、区政府工作监督员应邀列席会议。

区委四届 98次常委会召开

区政府四届 48次常务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