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程老师跟我们像朋友一样交流，
我们很喜欢他！”“程老师讲课容易懂，
学习效果挺好。”“我的理想是当律师，
程 老 师 鼓 励 我 有 梦 就 要 努 力 去
追。”……新学期刚开学几天，说起刚
来的班主任程老师，安岳县李家镇李
家初级中学初二五班的学生们一点
都不陌生。

孩子们口里的程老师是今年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来自哈尔
滨师范大学的程鹏。生于东北的他，怀

着“为祖国的西部建设出一份绵薄之
力”的赤诚，来到李家初级中学支教，当
了初二五班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

9月1日，开学第一天，是程鹏支教
生涯正式开启的日子。他早早来到教
室，尽管对如何教学、如何与学生相处、
如何开展工作等早有思考和准备，但他
还是忍不住有些小紧张。然而，程鹏介
绍说，当看到班上 54 名同学们陆续走
进教室的时候，他仿佛看到了初中时和
自己一块上学的小伙伴，瞬间一股亲切
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很快轻松起来。
于是，选班干部、分学习小组、安排卫生

值日……程鹏与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
进行得非常顺利。

随后，程鹏以生动、愉快的教学方
式讲课，带给学生们音乐的美；下课后，
他和学生们如朋友般聊天，了解他们心
中的喜乐与小愁绪，学生们很快便喜欢
上了这个大哥哥般的程老师。

“看着学生们认真、积极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来乡村
支教来对了！”关于未来，程鹏说，将
会在提高学生们学习热情的同时，
加强品德教育和素质教育，让他们
全面发展。

□ 本报记者 黄智微

在乐至县第二幼儿园，有一名叫敖
素兰的后勤副园长，小朋友们都亲切地
称之为“园长妈妈”。敖素兰分管食品
安全和卫生防疫，从教学楼到食堂，从
食堂到宿舍，她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
学校的各个角落，就像“保护神”一样守
护着幼儿园的安全。

9月9日早上7点40分左右，其他老
师和孩子们还没到校，敖素兰就已经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先巡视一圈校园的环
境卫生，再去食堂检查当天食材的验收
情况、后厨的准备情况，确保孩子们的
食品安全。上学期间，她每天如此。

记者在幼儿园食堂看到，当天的菜
品被分装在规范的盒子里，每个菜品上
都贴有留样时间、菜品名、留样人以及
监管人的名字。

“学校每天的食品都会这样处理，
放在冰柜里保存至少 48小时。”敖素兰
告诉记者，学校食堂还设有食材快检
室，每天食材到学校后，会由一名快检
员进行取样、抽检，检测农残是否达
标。同时，为了让家长了解食堂的备餐
情况，幼儿园从2015年就实现了明厨亮
灶，家长可以在门卫室清楚地观察食堂
后厨情况。

安全工作是幼儿园工作的重中之
重，敖素兰丝毫不敢松懈。既要守护好
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也要上好安全
课，组织开展交通、防溺水等安全宣传教
育和主题活动，不定时开展防震、消防、
防冒领演练，通过环境创设、游戏操作、
模拟练习等让孩子们在生动有趣的情景
中获得有关知识，掌握和提高相应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敖素兰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停课不停学”网络教学，
让孩子们了解病毒，掌握防控知识。开
学的前一周，她每天都和工作人员一起
对校园进行消杀，并组织开学模拟演
练，尽最大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痴心一片终不悔，呕心沥血育人
才。敖素兰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在
幼教这个生机勃勃的岗位上，我将永葆
初心，勤奋耕耘，让每一株幼苗都茁壮
成长，让每一朵鲜花都灿烂开放！”

□ 李昭未

在广大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大一部
分耕耘在偏远的农村。他们不怕离城
较远，坚守岗位、教书育人、默默奉献。
雁江区堪嘉镇中心小学青年老师杨静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杨静是广元人，从学校毕业后，便
通过考试来到堪嘉镇，当起了一名小学
语文老师。每天早晨，她便早早来到学
校，勤奋教学，这一干就是6年。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高尚的职

业，我愿意奉献更多的时间在这些孩子
身上。”日常工作中，杨静兢兢业业、勤
勤恳恳，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高
涨的工作热情。为了让孩子们在轻松
的环境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她一方面积
极与家长沟通，一方面不断学习“充
电”，改进教学方法。

杨静不仅精于语文教学，还因性格
温和、待人真诚、善于与孩子们交流，被众
多学子当作知心的好姐姐、好朋友。“杨老
师和蔼可亲，说话声音甜美，教学方法多
样，让我们很容易就把知识掌握了。”

近年来，堪嘉镇中心小学实现了多
媒体教学，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让老
师们感到非常欣喜的同时，也经常让部
分老师面临操作的困难。这个时候，杨
静只要有空就会主动给予帮助。

为使教育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杨
静常常与其他老师一起，认真开展教育
科研，做好课题研究，不断总结出好的
经验和做法，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合
力。在 2020年资阳市小学六年级毕业
质量抽检中，堪嘉镇中心小学获得雁江
区镇乡中心校组语文科第一名。

在安岳县特殊教育学校，180名残障儿童在这里接受
着平等的教育和特殊的爱。教师节来临之际，孩子们做起
了手工，用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感谢老师们的爱心护航。

本报记者赵明 摄

坚守农村教育的“姐姐”

志愿服务西部的“哥哥”

守护孩子安全
的“妈妈”

立德树人奋进担当
——第36个教师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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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城市商业文化氛围，充分
发挥九曲河综合整治工程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九曲河沿岸部分
商铺进行公开招租，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标的物名称、地址、面积、评估
价等情况（见右表）

二、租赁方式：现状出租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条件：具有资金实力的企业

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2.报名资料：企业需提供法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

加盖单位公章）；如出现授权行为，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需提供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3.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日起。
4.报名地点：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

道天缘大楼B座三楼（佳香坊楼上）。
四、开标时间：2020 年 9 月 25 日 9

时（暂定，以电话通知为准）。
五、招租形式：不低于评估价，价

高者得。
六、咨询电话：028—26601997。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4日

序号

1

2

3

4

5

6

标的物名称

商业文化广场
4号楼

时代阳光小区
2(F)1-37#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
4(F)1-12#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
5(F)1-11#商铺
时代阳光小区

11(F)1-16#商铺
九曲茶室

合计

建筑地址

九曲河示范段
建南桥头

时代阳光小区
A区

时代阳光小区
B区

时代阳光小区
C区

时代阳光小区
D区

九曲一号小区

建筑面积
（约）㎡
1472.71

41.25

35.99

44.10

20.72

2916.54
4531.31

评估价
（元/㎡˙月）

33.00

36.00

35.00

36.00

12.00

25.00

招租
年限

5

3

3

3

3

5

投标保证金
（元）

58319.00

1782.00

1512.00

1905.00

298.00

87496.00

备注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九曲河沿岸部分商铺第四次招租公告

截至9月9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本地报
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
接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

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计划停电时间：2020年9月17日07：30-18：00
停电线路：10kV孙马二线
停电原因：线路配电自动化改造
停电范围：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马三路）：仁德安置房。
备注：遇雨顺延
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请以上用电客户做好停电准

备，因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进一步了解详情
请拨打电力服务热线“9559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
2020年9月11日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资阳市市管干
部任职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
干部选好选准，现将付燕、陈锦阳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付燕，女，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7月生，党校研究生，现
任中共资阳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书记、中共资阳市财政局党组成
员，2019年6月任现职，2013年5月任副县级。拟任正县级领
导职务。

陈锦阳，男，汉族，中共党员，1977年5月生，党校研究生，
现任中共资阳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12年 12月任现职，2012
年12月任副县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在德的方面
有不良反映，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违反廉洁自
律的行为，请于 5个工作日内（2020年 9月 11日至 9月 17日）
通过信函、电话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中共资阳市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室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联系
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28-12380，028-26111232；
举报网站：http://zy12380.gcdr.gov.cn/。

中共资阳市委组织部
2020年9月10日

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9月10日，乐至县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城市发展推介会在重庆举行。现场签约四川建筑机械装备
生产基地、重庆锦奈仕纺织服装等 16 个项目，总投资额 51.9 亿
元。副市长吴勇出席推介会并讲话。

吴勇说，此次推介会是乐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
机，欢迎各位企业家早日投资乐至、结缘乐至。希望乐至积极创
造更好的政务环境、更加优良的投资环境、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携手开展务实的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活动现场，乐至县重点推介涉及市政设施、交通运输、文旅融
合、商务物流4个领域的39个项目，投资金额近75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日前，资阳市科协与重庆市大足区科
协共同签署了《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合作框架协
议》，凝心聚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悉，双方议定，将建立健全互访交流机制。根据四川省、重
庆市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总体部署，组织开展互访交
流活动，共同探讨两地阶段性中心工作、特色亮点工作主要做法、
基本经验和合作事项。同时，利用两地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在
主题党日活动、支部活动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提高党员领导干
部、职工的理想信念和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助
力产学研用合作，整合两地科技资源，借用中国科协绿平台、天府
科技云、重庆科技服务云以及两地科研院所等平台，联合开展科
技信息推送工作，促进成果转化，共促协同创新发展；着力推进科
普资源共享，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青少年科技教育，共建全域
科普格局；联合开展课题调研，开展学术交流借鉴，共担决策咨询
项目；整合两地人才政策和科协力量，合力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
办好事，共育优秀人才队伍。

乐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城市发展推介会在渝举行

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51.9亿元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资阳大足两地科协开启全面合作

9月10日，安岳县上善社会服务中心携手安岳县实验小学开展“感恩老师 助我成长”教师节主
题活动，学生们把自己亲手插的鲜花送给老师，还在纸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语并贴在心愿树上，表
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徐智林本报记者 黄建伟摄影报道

（上接01版）组织专业培训，提升帮教实效。针对网格员法律专
业知识不足等问题，编制《网格管理员协助帮教未成年人手册》，
对网格员开展实务培训。

建立预防帮教平台，提升临界预防智能化水平。在现有网格
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内，专门建设具备数据录入、智能评估、分流
帮教和检察监督四大功能的未成年人网格化预防帮教智能平
台。2019年初平台运行以来，已录入受到治安处罚和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的未成年人127名，联合相关部门对59名符合条件的罪错
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帮助 16人重返校园、25人实现就业，集中开
展亲职教育10次。

资阳市检察机关所创设并逐年深化的未成年人犯罪临界预
防制度，以及重新构建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模式，不仅补强
了低龄未成年人社会治理短板，也让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得到
有效遏制。2019年，资阳市未成年人犯罪总数比 2016年下降了
42%，未成年人犯罪数占刑事犯罪总量比例由5.2%下降至3.6%。

□ 赵小萌 本报记者郭菁

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有一位
老师，年仅 25 岁已经是学校思政基础
部教研室主任了，英语已达专业八级和
雅思7分水平。

这位老师叫周晓雪，一个青春洋溢
的95后姑娘。

“我父母、外公外婆都是教师，所以
我大学的时候选择的师范专业。”周晓
雪告诉记者，教师家庭出生的她，从小
就对这个行业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这也
坚定了她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想法。

学生时期，周晓雪就曾多次参加学
校举办的各项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2018年下半年，抵达美国东海岸各城市

及西海岸怀俄明州进行文化交流。此
外，科研方面，其先后发表了三篇国家
级及省级期刊论文，其中有两篇被维普
收录，成为名副其实的“别人家的孩
子”。

经过多年努力，研究生毕业的周晓
雪，怀着“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一份自
己的力量”的初衷，来到资阳环境科技
职业学院，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老师。

相比传统的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
下面听，周晓雪尽量让自己的教学方式
灵活些，加强互动性和趣味性，比如通
过分享英文歌曲等方式，激发学生对英
语的兴趣。

“我跟他们交流都是平等的，他们
平时不会中规中矩的叫我周老师，都叫

我晓雪姐、雪姐，或者是晓雪老师。”周
晓雪介绍，平常她喜欢和学生交流，甚
至是辩论，以这种平等型的师生关系激
发学生学习的持续动力。

周晓雪的教学方式也得到了领导
和同事的认可。学院思政基础部副系
主任许婷就这样评价她：“周老师自入
职以来，做事非常认真、踏实，任劳任
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教学有想法、
有活力，课堂氛围是非常的好、非常的
活跃，能与学生打成一片。”

除了英语，如今周晓雪也在学习日
语，用她的话说，“人要终身学习”。她
希望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不光在教
学上有自己的方法，然后还能够做一点
研究，为教育事业贡献更多光和热。

教学推陈出新的“学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