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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晏飞 通讯员
马倩倩 摄影报道）8月 22日下午，
2019年中山市学生军训试点学校
现场观摩会在小榄中学举行，此举
旨在探索学校自训模式，拓展综合
育人功能。中山军分区、中山市教
体局和全市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及承训单位相关负责人兴致勃勃
地观摩了展示活动。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学校，
小榄中学是我市以点带面、规范和
提升高中学生军训工作的示范点。
经过 7天严格训练，1300多名高一
新生无论是行为习惯还是精神面
貌都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这些刚进入高中的孩子，多年
来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日晒雨淋
的军训生活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
的精神和迎接挑战的勇气，让他们
开始思考自由与纪律的尺度，更思
考怎样做人。

小榄中学校长范卫平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培养学生“胸中有军
魂，口中有军歌，手上有军能，身上
有军姿，队伍有军容”的意识，为全
省乃至全国军训工作提供中山经

验和中山样本。
市教体局副局长唐杰伟认为，

开展学生军训工作，是实现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后备兵
员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市
教体局与中山军分区加强联动协
调，统筹承训力量，执行学生军训
年度计划制度，促进军训教育资源
优化配置，探索中山市学生军训新
模式，有利于我市学生军训工作创
新发展。

中山军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军训有利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有利于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有利
于增强“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的观念。通过组织这次现场观摩，研
究探索学生军训工作的内容创新、
模式创新、手段创新和机制创新，对
下一步学生军训工作创新发展起到
试点先行和示范引路的作用。

据悉，为规范学生军训模式，
中山军分区、市教体局制定了《中
山市高中学生军训示范点工作总
方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军训前
召开协调会布置任务，军训中深入
示范学校跟踪指导。

一年一度的动物王国特长大赛
准备开始了，小猴子也报名参加了。

一天，小猴子看见小兔子在练
习写作。小猴子心想：小白兔的作
文写得这么好，原来是在学写作，
我也要学！小猴子马上跑回家，拿
出了笔和纸准备写点什么。刚开始
还好好的，可是写了一会就觉得写
的字太多了，手都酸了，于是小猴
子把纸和笔扔在家里，然后跑出去
玩了。

这时，小猴子看见小熊在练习
踩球。小猴子心想：小熊踩球真有
趣，我还是学踩球吧。于是小猴子
去市场买了一个皮球，不料刚踩上
去，脚一滑，球就飞了，小猴自己也
摔了一跤。

突然，一只小鹿飞驰过来，小
猴子想：哇，小鹿跑得真快呀！我还
是学跑步吧。没想到小猴跑了一会
就被石头绊倒了。小猴子想：跑步
一定要看下面，不然会被石头绊倒
的。于是，小猴子就一直盯着地面，
但是不一会儿，它就撞到了树上，
头上还撞了一个大包。小猴子痛苦
地捂着头上的大包，不再学跑步
了。

最后，在动物王国的特长大赛
中，小兔子、小熊、小鹿都参加了比
赛，而且都拿到了奖牌，但是碰到
困难就退缩的小猴子最后什么奖
牌都没有，它惭愧地低下了头。

指导老师：
孙霞（卓越教育远洋校区）

据新华社电 小学开学在即，不
少家长想给孩子报“幼小衔接班”提
前学习小学内容。不过老师建议，比
起知识储备，能力上的准备更重要。
家长应当放平心态，多给孩子正向激
励。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金宏敏老
师告诉记者，“幼小衔接”其实包含了
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家长往往更
关注显性知识上的准备，而忽略了隐
性行为习惯上的准备，而后者更加重
要。”她建议，孩子入学前，家长要注
意培养其社交、表达、生活自理以及
专注倾听四个方面的能力。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方兴分校韩
芳老师介绍，幼儿园教学以游戏活动
为主，而小学课堂教学需要孩子集中
注意力，边听边思考，每节课能够维
持至少15分钟的专注时间，建议家长
通过亲子共读的形式进行训练。“家
长可以告诉孩子，读完这本书大概需
要 15分钟，这 15分钟里要做到专注，
学会拒绝外界干扰。长此以往，孩子
就可以养成一定的习惯。”韩老师说。

金宏敏老师表示，虽然一年级不
布置书面作业，但孩子放学后不能完
全放松，要注意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
复习的好习惯。早期可以让孩子当小

老师，展示一天学习所得，激发孩子
的成就感，后期可以逐渐放手让孩子
自主独立学习。

此外，孩子上小学后，不少家长
会产生比较心理。韩芳老师建议，要
少提“别人家的孩子”，多给孩子正向
激励。低年级的学习重点在于培养学
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进而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

金宏敏老师强调：“学习是一场
长跑，进入一年级只是长跑中的一小
步，家长要放平心态，更多关注孩子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与其处处抢
跑，不如静待花开。”

中山名师送课到新疆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教育厅名师培养

计划，积极发挥广东省名师工作室的辐射引领作
用，近日，广东省名教师工作室主持人、特级教师、
东区远洋学校校长黄志煊组织工作室特聘专家、
市教研员冯继有，以及工作室成员王雅琪、邓剑
冰、刘文清等一起远赴新疆开展送教送培活动。

期间，黄志煊受新疆教育学院邀请为全疆
400多名骨干作了主题为“教育之道在于德”的讲
座。黄志煊结合多年的教育经历与感悟，从教育
哲学的视角，阐述了教育中的“变”与“不变”。

工作室团队还受新疆玛纳斯县教育局邀请，
开展送课、讲座活动。 （刘文清）

《幼儿普通话365句》
新书发布

促进贫困地区
“童语同音”

《幼儿普通话 365句》新书发布会日前在第
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这是首部
帮助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地区幼儿学说
普通话的入门图书。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王晖表
示，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促进贫困地区孩子们“童
语同音”“小手拉大手”，提高家长的普通话学习
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兼语文出
版社社长谷新矿在发言中介绍，受教育部语言文
字应用管理司委托，语文出版社联合中国教育电
视台，组织学前教育专家和幼儿园骨干教师，在
实地调研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了解学龄前
儿童语言发展状况、普通话学习环境和幼儿园教
师需求，完成了《幼儿普通话365句》编写工作。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幼儿普通话365句》共
精选了365个贴近幼儿生活的例子，寓意引导幼
儿每天学说一句普通话。全书从在园生活、运动
与健康、社会活动、自然与科学、艺术活动、安全
教育六个方面创设情境，句式简单、图文并茂，趣
味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让幼儿在轻松的氛围中学
说普通话。

为了方便贫困地区幼儿学习，让普通话真正
“说起来”，《幼儿普通话365句》还配有专业示范
音频，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新闻主播、“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形象大使海霞
录制完成，并提供手机APP、电子绘本等多种学
习资源和学习渠道。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容宏表
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幼儿在上学前解
决普通话沟通的障碍，将为义务教育的顺利完
成打好基础，从而减轻小学控辍保学压力。同
时，“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影响家长，将为提高贫
困地区人口素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发挥重要
作用。 人民网

名称：中山市古镇品湘源餐馆
注册号：442000603282518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曹一大道50号首层第1卡
经营者：赵路明
核准日期：2014年09月11日
注册日期：2014年09月11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坦洲镇华坦饮食店
注册号：442000602251931
经营场所：中山市坦洲镇网髻路24号一楼商铺
经营者姓名：朱武建
核准日期：2015年04月21日
注册日期：2011年09月16日
正本编号：0001820755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公司减资
本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办理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中山市骏业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947759939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沙口升平中路10号10楼1001室（增设7处

经营场所，具体见章程）（一照多址）

法定代表人：唐志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75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万元

联系人：唐志江 电话：0760-22102182

遗失营业
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
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工商企业公告
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张春斌遗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机 动 车 辆 保 险 单 发 票 1 份 ，发 票 代 码 ：

4400174320，发 票 号 码 ：78289734，保 单 号 ：

0119442001240360000237，特此声明。

■郑佩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K440392050，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泉宇五金厂（普通合伙）遗失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正 、副 本）各 一 份 ，证 号 ：

59215845X，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华阳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T40772的营

运证，证件号码：002652267，声明作废。

■中山市顺恒印刷厂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1份，号码：粤税中字442000090160744，特

此声明。

■王家琪遗失位于尚东新天地花园一期 7 幢

1702房的中山市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收款收据2

份，号码：0000047，金额：50000元（定金）；号码：

0000392，金额：274172元（首期）。特此声明。

声 明
房小霞是位于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1号美银

国际大厦1幢604卡之一的新房屋产权人，于2014
年7月18日由王立锋与中山市德泰纺织有限公司
签订了房屋无偿提供协议书，现声明解除王立锋与
中山市德泰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无偿提供协
议书，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房小霞

声 明
罗全成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东联大街16号首

层之二的房屋产权人，于2016年03月15日与黄金
玉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
市丽星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金玉），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NFYW6R的经营
场所。现声明解除与黄金玉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收回该房产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罗全成

邮储银行中山市分行营业
部积极走访帮扶社区贫困户、
孤寡老人、残疾人。在新鳌岭社
区的统一安排下，邮储银行中
山市分行营业部深入走访了 3
户特困家庭，了解他们的日常
生活情况，真情关怀并赠送他
们生活急需用品，使特困家庭
感受到党的温暖、社区的关怀、
邮储人的关心。

邮储人通过走访慰问城市
特困家庭活动，进一步了解他
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通过交
流坚定特困家庭战胜困难的

信心。走访慰问城市特困家庭
活动是邮储银行中山市分行
党员干部践行“两学一做”教
育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也是
进一步增强党员责任感与使
命感的重要举措，还是党员干
部密切联系群众，情系特困家
庭献爱心活动。

今后，邮储银行中山市分
行营业部将继续巩固帮扶成
果，真切了解特困家庭生活状
况，真正使党员干部与特困家
庭真正做到理念相联、生活相
融、感情相通。 王琼惠

为践行“党建为核、公益为先、
服务为重”的宗旨，充分发挥广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青年员工生力军
作用，邮储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党
支部开展“党建+公益”活动——建
立爱心服务点。

建立爱心服务点，由党支部书
记任服务点组长，网点员工任服务
点组员，服务内容包括：提供赠饮支
装矿泉水、免费为市民安装ETC业
务、免费提供老人健康公益爱心讲
座等。以爱心服务点为落脚点，推动

“党建+公益”活动落地，在服务社
会民生、纾解社会痛点的具体实践

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公
益爱心的关爱作用。

党支部书记负责人表示，通过
本次活动切实履行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的社会责任担当，为打造和谐美
丽中山作出积极贡献。坚持党建引
领公益，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寓于
服务功能之中，推动形成“党政主
导、各方协同、群众参与、共建共享”
的良好公益格局；公益促进党建，将
公益融入党建工作，能让党建进一
步走进基层，探索服务型党组织的
建设，提升党员的服务意识，践行党
员的根本宗旨。 梁涣英

情系社区献爱心
——邮储银行中山市分行营业部慰问特困家庭

建立爱心服务点
邮储银行中山市三乡支行党支部开展“党建+公益”活动

走访走访特困家庭特困家庭。。 为老人送上爱心服务为老人送上爱心服务。。

探索学校自训模式 拓展综合育人功能
我市在小榄中学举行军训现场观摩会

小学开学在即，老师建议：

“幼小衔接”
要注意能力习惯培养

小猴学才艺
□东区远洋学校二年级 郝弈程

学生作品
xueshengzuopin

经过7天严格训练，新生们的行为习惯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可喜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