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市第二实验小学
走立德树人、特色兴校之路，赢
得了上级部门的肯定，2019年，
该校被团中央授予“全国动感
中队”光荣称号；2017-2019年
获评“湖北省文明校园”并连续
三年被团市委评为“少先队红
旗大队”。

做有“魂”的德育

“看着蔬菜一天天的长高
和长大，我既感受到了生命的
奇妙，也明白了要爱惜花草树
木……”4月20日，在校劳动综
合实践基地，5（8）班的学生刘
曦琳正向一群“小菜农”分享参
加种植实践的体会。

德育只有学生化、生活化，
才能触动心灵、焕发出生命的活
力。积极探索生活德育，始终追
求“以生活为魂”的德育实践模
式，是该校学一直追求的美丽风
景、美好意境。从“小事”做起、
据“实际”而行、作“有效”之为，
这是市实验二小最朴素的生活德育实践。

该校组织的“学党史 见行动 争做新时代
好少年”主题活动，直指校园日常活动、直通学
生一日生活；开展“讲党史、诵古诗、读佳作”活
动，引导学生了解革命传统、继承先烈遗志、传
承红色基因；组织的“学雷锋 念亲恩”——一
日护蛋“等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到”爱" 的教
育，懂得真情之珍贵，要用行动回报父母给予
的爱。

做有“限”的德育

记者沿着该校楼梯一路上行，只见一块块
“说文解字”的展示栏显得格外醒目，引得不少
学生驻足观看。“我们要让每一面墙、每一个角
落都成为无声的老师，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品
味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悄然提升着自身的人文
素养。”该校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夏勇说。

在“生活德育·生态体验”视域下，说教的德
育就是无效的德育，要做有“限”的德育，要给予
孩子们更多的生活“自主”，成为生活的主人，让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情境中体验生长，生成德
性。为此，该校策划、组织三月植树、清明踏青，
中秋团圆、重阳敬老，五月六月爱父母，九月十
日感师恩，七一建党，八一建军，十一国庆等活
动，开展“五星班级”“书香家庭”“红旗中队”

“优秀少先队员”等常规评比活动，举行演绎童
年风采艺术节、组织各级各类演出竞赛等丰富
学生艺术活动。

做有“趣”的德育

“我以前学过吉他，一直想学习击鼓，刚好
学校即将举行全员运动会，我便立即报名参加
活动，这样的课程真有趣……”4月20日，校篮
球馆传来传来“咚咚咚”鼓点声。20名学生昂
头挺胸，边跳边击打出整齐的节奏，鼓声铿锵有
力。

在教育生活中，该校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
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性化的环境，让课堂、活动
等都注入人性的关怀，彰显出其应有的趣味
性。

“我们班以前有少数学生特别懒，每到打扫
清洁时就偷偷跑掉。后来，我将班级学生分成
8个小组，让每组之间交叉打分，具体扣分由教
师负责。”5（8）班的班主任罗秀娟说，她还设立
了奖项：获得冠军组的学生，除了能获得书籍文
具用品，还能在班级内有一次展示才艺机会或
与喜爱老师合影、春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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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遗失“中国联通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省江汉分
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周后平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9004MA4C1BX78K。 特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防治大气污染，促进资
源节约，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
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湖北省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
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仙桃
市人民政府关于农作物秸秆露
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通告》（仙
政发〔2015〕4号）等相关规定，
现就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凡露天焚烧秸秆、落叶、
垃圾、荒草等产生烟尘污染物
质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19 条规
定，在人口集中地区露天焚烧
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
物质的，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
以下的罚款。对不听劝阻，防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规
定，处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
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造成
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私
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等
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3、对发现露天焚烧行为
的，广大市民应主动及时制止，
并拨打投诉电话反映。（投诉电
话：0728-3221336）

希望广大市民理解、支持
和配合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工
作,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
觉做禁烧表率，不点一把火、不
冒一处烟。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仙桃的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生态环境更美好！

仙桃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公告

北城区天然气用户可通过关注
“仙桃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实现足
不出户手机自助缴费（IC卡用户需持
卡前往自助充值网点缴费）

★物联网表
进入公司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

【业务办理】→【用户绑定】→【绑定新
用户】→【物联网表】，输入您的表号和
用户名，输入完毕后，点击【绑定】（表
号可查看您家燃气表铭牌或拨打我公
司电话0728-3264678进行查询；一个
微信可绑定多个表号，缴费时注意选
择对应的表号以防出现充值错误的操
作），回到主界面，依次点击右下角【充
值缴费】→【物联表缴费】→【我要查
询】，选择并核对您需要缴纳气费的表
号，输入您想要充值的金额，输入完毕

后点击【我要充值】
※温馨提示：
1、收到缴费成功通知后，需等待

10分钟，将燃气表上查询按键（绿色/
红色）30秒，费用即可上表，或当晚12:
00自动上表。

2、余额可通过表具上查询按键进
行查询。

★户外表（普表）缴费操作说明
1、进入公司微信公众号，依次点

击【业务办理】→【用户绑定】→【绑定
新用户】→【普表/IC卡表】，输入您的
用户号和用户名，输入完毕后，点击
【绑定】（用户号可拨打我公司电话
0728-3264678进行查询；一个微信可
绑定多个表号，缴费时注意选择对应
的用户号以防出现充值错误的操作）”

回到主界面，依次点击右下角【充值缴
费】→【普表缴费】→【我要查询】选择
并核对您需要缴纳气费的表号，输入
您想要充值的金额，输入完毕后点击

“我要充值”，可缴纳欠款和预存气费。

★IC卡表缴费说明书
1、用户持燃气卡在我公司购气网

点缴费成功后，需将燃气卡按正确插
卡方向插入燃气表内（电池盖上有插
卡方向提示），液晶屏显示出余额/余
量后才能拔卡。

2、余额/余量只能在家中燃气表
上查询。

3、余额/余量查询方法：按下表具
显示屏旁边的红色按钮，观察显示屏
显示的数字既是您家里所剩余额/余
量。

24 小时自助充值网点：【中国银
行】黄荆大道上苑一品门面、复州大
道与复州大道北 2 巷交叉口门面；
【建设银行】仙桃大道与钱沟路交叉
口怡家酒店楼下、仙桃大道与昌升路
交叉口和合国际五期门面、宏达路24
号时代广场门面、仙桃大道与干河路
交叉口西 10 米德政园门面、钱沟南
路与玉沙大道交叉口新城壹号门面、
汉江路与复州大道交叉口纽芬兰酒
店楼下、沔阳大道与何李路交叉口南
50米（城乡渠口）、大新路月亮湾酒店
斜对面（剧场巷口）、元泰未来城C区
燃气公司营业厅、丝宝路小南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宏达路五岔路口电信大楼营业厅
（与该网点营业时间一致）

仙桃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为消除残疾人出行无障碍，促进
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根据湖北
省人民政府第275号省长令和2021年
仙桃市政府工作报告“集中力量为民
办好十件民生实事”的要求，现就我市
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免乘对象：仙桃市所有持证残

疾人。
二、免乘次数：持证残疾人每年享

受730次免乘服务。
三、免乘路线：公交 5 路、6 路、7

路、8 路、9 路、10 路、12 路、15 路、16
路、18 路、19 路、22 路、K1 路、K2 路、
K3路等15条城区线路。

四、办卡流程：残疾人本人凭身份

证和残疾人证，到市公交总公司办证
大厅直接办理免乘“爱心卡”；精神残
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可由监护人代办。
（地址：仙桃市干河街道干河路28号，
咨询电话：3221156）

五、有关事项：
对年满65周岁及以上、已经享受

“爱心卡”免乘优待的残疾人，不再重

复享受“老年卡”免乘优待；“爱心卡”
仅供残疾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将

“爱心卡”转借他人使用。
特此公告

仙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仙桃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5月10日

关于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 谢伯康）
“讲文明、知礼仪……”5月17 日
下午 5 时 20 分，在实验四小门
前，一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分别排成路队，一边背诵经
典诗文、路队放学“三字经”等内
容，一边整齐走到各班集中处等
待。各年级家长分批接孩子，不
到15分钟，该校放学工作结束，
桃源大道恢复正常运行。

实验四小位于桃源大道东
段，有2700多名学生，仅有一个
大门，校门周边场地较小，且桃

源大道只有7米宽，刚容纳2辆
汽车对向行驶，上下学期间容易
造成交通拥堵。因此，如何破解
这一难题，成为该校长时间研究
的问题。

“上下学交通拥堵由家长乱
停车辆、小摊贩占道经营等多方
面原因造成。”实验四小校长杨
少密介绍，从2018年开始，该校
通过召开家长委员会、校长办公
会等多种途径征求意见，明确了

“划块分区、错时放学、班级路
队”的放学管理思路。

每天放学期间，该校安排2
名交通管理员将桃源大道与昌
升路、流潭南路交汇的两个路口
提前安上路障，实行交通管制。
校门外左右两侧40米内再次用
路障隔离成“真空带”，无车辆、
行人，要求家长站在桃源大道人
行道上，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整齐
停放在路障外的道路两侧，6名
保安现场维持秩序。

同时，成立教师志愿服务
队，组建家长志愿护学岗和安全
巡逻岗。每天放学前，由各班语

数老师整队，每两个年级间隔10
分钟，分批护送学生到达指定地
点交给家长。并安排8名家长志
愿者参与护学岗工作，安排4名
家长志愿者参加安全巡逻。

在此基础上，该校还争取城
管等部门支持，并通过班会、家
长委员会等会议，呼吁家长和学
生上下学不购买“三无食品”，进
一步杜绝小摊贩占道带来的拥
堵。

“现在放学从来不堵，下雨
天也很快。”该校三年级学生家

长刘利荣也曾参加家长志愿者
活动，她坦言，通过学校的管理、
家长的配合、学生的参与，既方
便了家长接送小孩，也形成了一
道文明风景线。

实验四小还把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融于到路队放学过
程中，组织学生诵读“童心向
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
诗词等内容，在潜移默化中规范
学生行为，争当文明学生，并通
过“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家
长也争当文明市民。

实验四小路队放学破解校园拥堵难题

Cosplay 原指利用服装、饰
品、道具还有化妆等手段来扮演
动漫、游戏中人物角色的一种表
演艺术行为。近日，沔阳小学
507 班 的 语 文 课 堂 也 玩 起 了

“cosplay”，吸引全班大部分同学
参与：旧衣服、毛巾、垃圾袋、晾
衣杆……家里常见的生活用品
及服饰，经过改造披在身上，对
照着“四大名著”里角色特征，扮
演出一系列的动作。

组织这场活动的是507班的
语文教师桂宁。桂宁是湖北黄冈
人，今年23岁，2019年6月毕业于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同年9月经校
园招聘入职沔阳小学，担任语文
教学工作和德育处副主任。

“在很多人印象中，传统的
语文教学就是读背诵，很严谨、
很枯燥。”桂宁说，这样的教学
方式会导致学生学习主动力下
降，被动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他一直在探索语文教学怎

么样通过不同方式呈现。
五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有

一个单元需要学习“四大名著”，
在教这个单元时，桂宁一直在思
考怎么样吸引学生的兴趣。

“‘四大名著’成人版对他们
有点难，儿童版又太简单，反复斟
酌，我决定还是发动他们读成人
版的内容。”桂宁说，最开始，他将
水浒人物打印出来，制作成卡片，
分发给学生。班级各小组以水浒

传地名为名，带领大家讨论。
一次双休放假前，他发动学

生在家里利用旧衣服、毛巾、垃
圾袋等常见生活用品和服装，扮
演“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学生在
家长们的帮助下，猪八戒、孙悟
空、武松等一个个书中的人物展
现在了大家面前。

“桂老师的课堂非常有趣，
我们都很喜欢。”这次活动，学生
刘乐天扮演的是《西游记》里的

猪八戒，身穿黑色衣服，戴着卡
纸剪出来的鼻子和耳朵，拿着晾

衣杆，他的照片一发到班级群
里，就获得了不少家长点赞。

“一边扮演一边笑，既有趣，
又加深了孩子对‘四大名著’的
兴趣。”507班学生家长陈帆说，
原来没想到语文还可以这样上
课，现在孩子们学习主动性很
强，对语文的兴趣越发浓厚。

其实，这并非桂宁语文教学

方法的第一次探索。2019秋季
学期寒假，他用诗歌给全班同学
写评语；课堂中组织辩论会；自
购竹简书写期末评语……他的
课程以幽默风趣的风格，得到了
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对于这种新教学方式的引
入，校长刘飚也给予了充分肯
定。“桂宁的教学方式很受学生
们喜欢，所带的班级语文成绩也
一直排名靠前。”刘飚介绍，教师
的职业道德，首要就是热爱孩
子、热爱教育，桂宁通过各种方
式，带领孩子们学习，增强他们
对语文的兴
趣，培养他
们的学习主
动性，这本
身是一种爱
岗敬业的体
现。

扫码看精彩视频

“我觉得我长大了，因为我
每天回家都能帮奶奶叠衣服。”

“我觉得小朋友还小，还不会自
己做饭呢。”“我觉得我长大了，
我小时候不会跑步，现在能跑得
很快了。”近日，干河中心幼儿园
内一句句充满童趣的话语让人
忍俊不禁，我市最后一场幼儿早
期阅读交流研讨主题活动在这
里举行。

今年3月，市教育局开展了
以“好书润心灵，共读伴成长”为
主题的幼儿早期阅读活动，指导
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
和教育，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良好氛围，通过家园共

读，促进幼儿、家长、教师共同成
长，培养幼儿早期阅读行为习
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
展，活动从3月持续至12月。其
中交流研讨活动从 4 月 15 日开
始，持续至4月28日，共分七个
会场，市教育局学前教育指导团
队、各片区所辖幼教干事、幼儿
园园长、骨干教师、优秀家长齐
聚一堂，共同研讨如何开展师
生、亲子共读活动。

“这次活动，我们主要聚焦
早期阅读教学、引领亲子阅读、
家园携手共进三个方面，为幼儿
后继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市教
育局副局长张红云告诉记者，要

真正做好幼儿早期阅读教育，各
幼儿园教师需要明方向、亮举
措，勤思考、常教研，善引导、树
观念，勤指导、多示范，用爱心暖
童心，家长们要明确责任，提升
家园合力，共同推进全市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成就幸福家庭。

“目前幼儿园通过设立读
书角、公共读书区，营造读书氛
围。”干河中心幼儿园园长黄莉
说，活动开展以来，学校新购入
绘本一万余册，在各班设立读
书角，公共区域设立读书区，同
时开展“幼儿阅读之星”评选，
鼓励小朋友和家长共读绘本，
交流经验感受。看着台上精彩

的绘本表演，黄莉笑着说：“其
实不止是阅读能力，小朋友们
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也能锻
炼其他能力，我们一直在探索
各种形式，加强多方合作，以多
元化形式培养孩子阅读习惯。”

大洪金贝幼儿园园长彭会
敏告诉记者，幼儿园从4月初开
始，开展“21天读书打卡”、阅读
主题月、亲子绘本大咖秀、经典
诵读、亲子童话剧场等活动，接
下来还将开展制作绘本故事泥
塑、经典红色故事手抄报、自制
绘本等活动，彭会敏说：“我们希
望通过多种方式，融合艺术、语
言、科学、健康、社会五大领域，

全方位培养孩子阅读习惯。”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教育是

老师和家长共同的责任。”家长王
英说。王英家住干河社区，孩子
目前在大洪金贝幼儿园上学，由
于夫妻俩工作忙，过去一直没有
与孩子好好交流，更不知道如何
引导孩子，这次的活动让她受益
匪浅。看着台上表演的孩子，她
笑着说：“现在电子产品对孩子的
吸引力很强，用玩的形式引起孩
子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正确引
导才更有效果，就像今天的表演，
孩子能背出每一句台词，希望今
后能多开展类似的活动，为孩子
健康成长打牢基础。”

阅读筑牢成长基础
——我市幼儿早期阅读活动侧记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陈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