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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 动态

7 月 1 日下午，遂宁二中庆祝建党 98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学校六楼会议

室隆重召开。遂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

邹显斌出席会议并讲话，遂宁二中党委

副书记张铃主持会议，学校全体党员参

加大会。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在遂宁二中党委委员、副校长杨兰萍的

带领下，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手，

重 温 了 入 党 誓 词 。 随 后 ，学 校 党 委 委

员、副校长王代彬、邱志勇先后宣读了

市委教育工委表彰优秀名单、学校党委

表彰名单，对学校 45 名优秀党员和 5 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与会领

导为受表彰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勉励他

们再接再厉，开拓进取 , 为学校建设发

展 作 出 新 的更大贡献。颁奖仪式结束

后，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邓贤敏在会上作

了交流发言。

过去两年，遂宁二中团结协作、砥砺

前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会上，邹显斌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作专题

讲话，他代表学校党委向辛勤工作在教

学、管理一线的广大党员同志、离退休老

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优

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

贺。并和全体党员一起重温了党的光辉

历史，回顾了过去一年学校在加强党的

建设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和有益经验。

邹显斌说，纪念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

是为了把党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希望老师们牢记自己的使命，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

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

相统一。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履行教师的神圣职责与使命。

邹显斌指出，全校党员要加强学习，

认清形势，增强政治敏锐感和使命感；立

足本职，踏实认真负责教学；端正心态，

乐于奉献，做一名阳光教师。同时，大家

务必加强自身修养，讲党性、讲原则、讲

人格、树形象。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

挥党员的引领和模范作用，为教育事业

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张铃作总结发言，她希望全体

党员通过“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唤醒

入党时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增强先

进意识和党性意识，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为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再立新

功。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

束。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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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由四川省体育局、四川省体育

总会主办，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

中心承办，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市教体

局协办的“智汇遂宁·力聚四川”四川省第一

届智力运动会桥牌大赛在我市正式开赛。来

自全省各地市州 63 支参赛队伍、354 名桥牌运

动员将展开“最强大脑”的巅峰对决。

上午 8 点 30 分，四川省第一届智力运动

会桥牌比赛开牌仪式在市城区兴源大酒店隆

重举行。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蒋显伦、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明、副市长袁冰、省体育

局群体处处长徐庆愿、市教体局局长肖霞、省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刘静、省桥牌协会秘

书长赵和平出席开牌仪式，市政府副秘书长

胡健主持开牌仪式。

精心准备
做好智运会服务保障工作

活动现场，袁冰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以

及 370 万遂宁人民，向莅临赛会的嘉宾和全体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的欢迎。袁冰

指出，我省首届智运会桥牌比赛选在遂宁举办，

对遂宁积累高端体育赛事承办经验，促进体育

旅游产业互动发展，加快建设健康遂宁具有重

要意义。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精心

承办好本次比赛。随后，蒋显伦现场宣布比赛

正式开始，首场桥牌比赛拉开序幕。

比赛现场寂静无声，牌桌上你来我往甚

是热闹。桥牌在四川省拥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每年四川省棋牌协会举办的各类型桥牌

比赛都会吸引众多参赛者参与其中。“给我的

切身感受是遂宁承办大型体育竞赛经验丰

富，食宿安排周到、安全保障到位、比赛现场

秩序井然。”7 月 6 日从阿坝州赶来参赛的选

手吴天德表示，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交流

牌技，以此锻炼、提升自身牌技。

记者从桥牌比赛竞委会获悉，市委、市政

府对办好比赛高度重视，成立了市级筹备委员

会，下设 6 个专项工作组，高效推进赛事组织工

作。市教体局针对赛事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

组，由局党组成员按照分工及筹备工作时间节

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参赛运动员在遂期间比

赛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秩序井然
354名运动员“桌上论英雄”

首届智力运动会共设置了围棋、象棋、国

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桥牌六个比赛项

目，我市承办桥牌赛和围棋赛两个项目。据

了解，桥牌起源于 17 世纪英国，是一项高雅、

文明、富有哲理性、科学性的智力运动，以其

特有的魅力称雄于各类牌戏，被誉为“智者的

游戏”。此次桥牌大赛分为双人赛和团体赛，

将分组展开十余轮比赛，分别产生各组冠、

亚、季军。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四川省提出的构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四

川体育发展“123456”战略部署，根据省委提出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将发

展体育事业作为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的大事来

抓。在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中，我市深入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加快建设

体育强市和“健康遂宁”，呈现出群众体育蓬勃

发展、竞技水平稳步提升、体育产业方兴未艾的

良好态势，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我 市 校 园 及 周 边 环 境 治

理，净化育人环境，近日，我市召开 2019 年校

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专题会，学校及周边环

境整治专项组各成员单位走访了市直属学校

实地查看，并就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创新举措 排查校园周边隐患

当天下午，整治专项组成员前往城南小

学、市职业技术学校实地查看了校园周边环

境情况。在专项整治会上，市教体局副局长

严君昌通报了市城区学校及周边隐患排查情

况及整治情况。

目前，市城区校园周边环境存在上放学

期间小摊小贩占道经营现象较为突出，出售

的自制食品普遍为三无食品；上放学时段接

送学生车辆、共享单车等在校园周边乱停乱

放现象；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学校周边网吧对

学生影响较大，部分学校周边有社会小青年

聚集，威胁学生、索要学生财物等现象，存在

治安隐患等共性问题。通过前期排查，市教

体局汇总了各个学校周围存在的突出问题逐

一梳理，细分责任部门。

市教体局局长肖霞表示，作为校园周边

整治专项组牵头部门，市教体局一直对校园

周边环境常抓不懈，教体系统每月 25 日开展

一次安全大督查，分级分辖区对校园周边环

境建立全覆盖、常态化、动态化督查机制，并

分层次反馈。市教体局将加强督导指导和考

核、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督查机制、进一步建立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部门联动 整治校园周边乱象

会上，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

执法局、市文广旅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发言，船

山区、经开区分管领导作表态发言。随后，市

政府副秘书长胡健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

市校园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他希望，各成员单位一定要站在讲政

治、顾大局的高度，结合教育实际，从构建和

谐社会、和谐教育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校

及周边乱点乱象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

强做好学校及周边乱点乱象整治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

校园周边环境好与差，直接关系学生身

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了解到，我市开展

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将进一步提升部门协作

联动，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团结协作、营造良

好氛围，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校周边环境整治

氛围。高要求整治突出隐患，提升社会群众

获得感，公安、司法、应急、交通运输等部门要

督促派出所对辖区学校上放学时段进行巡

逻，做到“三见警”，城管、住建、市场监管、卫

健委等部门要加大对学校周边各种游摊小贩

的整治力度，加强学校食品安全和校园周边

餐饮店、食品摊点的整治。

（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

全市中小学
音乐美术展评圆满举行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雪梅） 近

日，由市教体局主办，河东实验小学校、

东辰荣兴国际学校承办的 2019 年遂宁市

音乐、美术教师培训暨中小学音乐、美术

课展评活动，在河东实验小学校、东辰荣

兴国际学校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分为专题讲座和

课程展评。为提升我市音乐、美术教师

教育教学技能，市教体局特邀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教育部国培专家、四川省首

批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四川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艺体所所长、川师大硕士研究生

导师冯恩旭，高级教师、四川省音乐教育

学会理事、四川省音乐学院艺术教育系

研究生实践教学导师、四川省教育科学

研究音乐教研员徐伟分别做美术教学专

题讲座、音乐教学专题讲座。

活动期间，小学音乐课展评、小学美

术展评在河东实验小学校进行；中学音

乐课展评、中学美术课展评在东辰荣兴

国际学校进行，来自各县（区）数十名中

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参加课堂展评活动，

共有 300 余名音乐教师、200 余名美术教

师观摩了此次展评活动。

本次展评活动，参评教师教学基本

功底扎实，课堂教学设计精巧，渗透了知

识技能，引导了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

且充分利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展现了

音乐、美术课堂教学深化课程改革后的

教学成果。课堂教学展示后，评委老师

们分别针从当前学科教学现状、课堂教

学的策略、教师个人专业素养等角度，提

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整个展评活动，教师们大胆展示了

自己扎实的专业技能，这种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的形式，对推动我市中小学

音乐课堂、美术课堂教学改革，促进全市

中小学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的交流与融

合，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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