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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80865301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时间：10 月
23日9点21分

地点：县城通
海路停车场

现象：停车场
内香蕉皮随意丢
在地上。

时间：10 月
22日14点52分

地点：334 省
道边

现象：几辆共
享电瓶车停放在
路边绿化带里。

全媒体记者 摄

下午 3点左右，在友谊路小学三年
级一间教室内，一堂生动的语文课正在
进行着。据了解，这学期一开学，学校
就提出“一定要向课堂 40 分钟要效
率，让课堂提质增效”的要求，组织老师
们开发了“生长课程”，力争让孩子们在
学校里学足学好，学得丰富，学得开心。

“在我们的‘生长课堂’上,小朋友
们有课前 3分钟展示,充分展示自己的
积累、自己的才能；课中四色单合作学
习,通过四色单给孩子们提出分层要求,
更好地调动每个孩子的学习主动性；还
有课 5分钟反馈,对本节课的教学效果

进行及时检测。”语文老师陈海蓉说，课
堂上强化探究式、参与式、自主式、合作
式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从而提高
课堂效率。

与此同时，这学期，学校还加强了
对作业的设计研究，以教研组为单位，
精心设计每天的作业，整个年级统一作
业种类和数量。一天课程结束后，学校
进入课后延时服务阶段，记者看到，在
老师的看护下，小朋友们大都在认真写
作业，已完成作业的同学则在看书，老
师在班上对学困生进行个别辅导与答

疑。304班学生马天浩告诉记者，有了
课后延时服务，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在学
校里完成，回家后就变得很轻松，有足
够的时间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延长了放学时间，孩子们这段时间
的课后生活丰富了，家长们也变得从容
了。“以前都是孩子奶奶来接孩子放学，
又接孩子又做饭，每天下午是老人家最
忙的时候，我们都要上班又帮不上忙，
心里很过意不去。”二年级学生家长陈
渊源说，现在，孩子放学时间差不多是
他的下班时间，“虽然我不能保证每天
都来接孩子，但是家里老人更从容了，
可以把晚饭准备得差不多了，再出来接
娃，减轻了负担。”

记者还看到，有的班级在开展丰富
多彩的“家长课堂”，操场上各式各样的

“体育社团”也是精彩纷呈。校长马秀
梅介绍，为了落实“双减”政策,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友谊路小学立足教师特长
和学生成长需求,分年级、分层次,系统

性、个性化地开展课后服务。
“延时服务时，前一部分时间段我

们老师指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后一部
分时间段各班开展丰富的活动课程。
比如我们三年级语文单周安排了古诗
诵读,借助图片、视频创设情境帮助孩
子理解古诗,指导有感情诵读、背诵。
双周安排的是课本剧排练，从练台词到
小组里分角色演练,再到在班级展示表
演,每个孩子的参与积极性都很高。三
年级语文老师杨宁告诉记者，除了不同
学科安排了不同特色课程外,同时间段,
学校还有合唱、舞蹈、足球、油画等 10
余个中心社团开展活动。孩子们在这
些丰富多彩的生长课程的学习中,综合
素养得到了提升,享受了成长的快乐。

“我喜欢画画，所以我报名参加了周一
和周三的创意美术艺术团，我还喜欢晚
辅活动中的‘生长课堂’，让我的学习生
活变得快乐又轻松。”302班学生董丁榕
开心地说。

保护和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姜
宁惠）近日，我县正式启动新冠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10月底前，重点
开展 2021年 3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目
标人群的加强免疫；12月底前，对其他
全程接种满 6个月的目标人群开展加
强免疫。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
最好的方法，但接种新冠疫苗一段时间
后，一些人的抗体水平会下降，保护效果
也会削弱。通过接种加强针，抗体水平

会快速增长，可以起到较好的保护效
果。在县全民健身中心疫苗接种点，记
者看到已经有居民陆续前来接种“加强
针”。“我从事交通运输工作，经常和港口
接触。为了自身的健康，我今天特地来
打了‘加强针’。”县城居民吴晓泉说。

据了解，和前两针一样，我县新冠
疫苗加强针仍实施免费接种政策。目
前接种对象为已完成 2剂次新冠灭活
疫苗接种、距第 2针间隔 6个月以上的
18岁及以上目标人群，以及已完成1剂

次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间隔 6个月以
上的 18岁及以上目标人群。接种重组
新冠疫苗（CHO）的人群只需完成 3剂
次全程接种即可，暂时不接种加强针。

据了解，我县现阶段可用于实施加
强免疫接种的疫苗有：国药中生北京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
司的灭活疫苗，以及天津康希诺公司的
腺病毒载体疫苗，包括上述公司本部生
产及其分包装企业分装的疫苗。“使用同
一厂家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
群，原则上使用原灭活疫苗进行加强免
疫接种；使用不同厂家灭活疫苗完成两
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使用与第二剂
相同的疫苗，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如第二
剂相同疫苗无法继续供应，可以使用与
第一剂相同的疫苗，进行加强免疫接
种。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的人群，

仍然使用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县
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副科长侯雪波介
绍，对前两针由各单位通知接种的人员，
加强针由原单位组织前往接种；对前两
针自行前往接种的人员，加强针可自行
去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门诊开诊信息
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如东疾控”发布的最
新版《如东县新冠疫苗接种门诊公告》。

针对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是否可
以和新冠疫苗同时接种的问题，侯雪波
表示，根据今年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的建议，新冠
疫苗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也
就是说，流感疫苗、23价肺炎疫苗与新
冠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 14天。但是
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
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可
不考虑与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近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今年
首批 26名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前往盐城
市大丰区荷兰花海景区参观游览，老人
们在花的海洋里放松了身体，愉悦了心
情，切实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据了解，今年我县 180名在乡重点优抚
对象，将分成六批进行为期一周的短期
疗养活动，其间将开展外出参加游览、
健康体检、观看文艺演出等活动。

通讯员 蒋晓春 全媒体记者 吴文
军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冒瑶瑶 胡小
义）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全院执法办案
竞赛部署动员会精神，激发全庭干警
执法办案动力，在“双聚双高”作风效
能专项行动中提振精神状态、改进工
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近日，县人民
法院第三党支部组织全庭人员前往县
滩涂围垦史陈列馆，开展主题为“弘扬
围垦精神，勇挑办案重担”的主题党日
活动。

在陈列馆，参加活动的全体干警通

过参观馆藏的文字、图片、影视资料等，
深刻感受 70多年以来勤劳智慧的如东
人民从人力挑抬、人机结合、全面机械
化，敢于向海要地，创造围垦奇迹的光
荣历史。一件件饱经沧桑的珍贵史料、
一幅幅定格历史的资料图片，生动的展
现了如东人民面向大海、维护大海、改
造大海、造福如东人民的生动场景，深
刻诠释了如东人民“辟我草莱、勇立潮
头”的围垦精神。

活动现场，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成长经历
现场当起了临时“解说员”，向在场的
年轻干警分享了自己所了解的如东

“荒滩变绿洲，沧海变桑田”人间奇
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干警们表示要在追
寻前辈的脚步中汲取精神力量，发扬

“辟我草莱、勇立潮头”的围垦精神，
“科学开拓、拼搏奉献”的洋口港精
神、“诚信担当、创新实干”的中天精
神，为如东“跑赢新赛程，勇当排头
兵”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一庭作为全院民事审判一线部
门，承担着建设工程、民间借贷、劳动
争议等大量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近
年来，民一庭办案压力逐年上升，且疑
难复杂案件占比较高，今年预计受理
案件将达到 2000 件，办案任务艰巨。

面对压力，全庭干警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发扬狼性精神，锤炼牛劲品格，
在执法办案中展现过硬本领，不断强
化司法为民的使命担当。结合当前法
院正在开展的执法办案竞赛活动，民
一庭进一步强化竞争意识，形成浓郁
的比学赶超的办案氛围，充分发挥智
慧法院建设成果，不断提升执法办案
效能，牢牢把握执法办案质量生命线，
依法准确适用《民法典》处理案件，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满意度和获得
感。全庭 6 个审判团队年均结案超
270 件，确保全庭全年结收比超过
100%，结案率达到 85%，法定正常审限
结案率大幅提升。

活动当天，第三支部及民一庭全体
干警还一同参观了苏中四分区反“清
乡”斗争资料陈列馆。

““双双聚聚双双高高””作风效能提升作风效能提升

23 日，来自曹埠小学和童店小学
的近百名小记者参加了本报举办的

“童眼看世界 妙笔记童趣”社会综合
实践活动。

“哇哦！”上午八点，县消防救援大
队里不断传来小记者们的阵阵惊叹
声。小记者们参观各类消防车辆，听消
防员介绍各种救援器材和装备，泡沫干
粉联用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举高
喷射消防车……这些平日里难得一见
的“神兵利器”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
消防员还演示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出
警。小记者们按捺不住，也穿上战斗
服，零距离感受“火焰蓝”的魅力，也体
验到消防员的辛苦和不易，消防安全的
种子深深埋在了小记者们的心里。

下一站，小记者们来到县融媒体中
心，这是他们从校园里的小记者走向专
业记者的一小步跨越。在会议室里他
们认真聆听新闻讲座，从“新闻是什么”
开始，初步了解新闻传播，学习如何成
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从业者，实地参观了
融媒体中心的编辑室、剪辑室、演播厅
等，了解一条新闻是如何诞生的。部分
小记者还参与了播音工作，在录音室
外，他们不断练习朗诵，平复紧张的心
情，期望展示更好的自己。录音结束
后，小记者们意犹未尽。从听到看，从
说到做，活动加深了孩子们对于新闻工
作的理解，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新闻职业素养。

最后一站，小记者们来到荷园研学
小镇。在这里，他们吃上了自己亲手包
的热腾腾的饺子。形状各异的水饺卖
相一般，却是孩子们齐心合力的成果，
孩子们有的烧水，有的洗碗，有的拌调
料，老师们也亲自上阵，手把手教他们
包水饺，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饭后，孩子们玩起真
人CS对抗赛、珠行千里、气鼓颠球等户外游戏，在浓郁的桂花香气
里奔跑，欢笑。曹埠小学教师汤晶晶说，在这里孩子们自由自在，
既交到了朋友，又长了见识，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丰富了他们的
业余生活，缓解紧张的学业压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今年秋季学期，我县各中小学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记者日前走进友谊路小学，探访他们如何高效落实“双减”工作——

做足课程内涵“加法” 做实教学负担“减法”
□ 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朱文婷

我县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免疫接种工作

县人民法院

弘扬围垦精神 勇挑办案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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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松遗失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编号为963207230001445，
声明作废。

（上接第一版）围绕执法普
法抓主体责任。创新开展“安
全服务进企业”，以主动上门、
专家把脉的方式为 20家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规范执法行
为，所有案件均通过苏安执法
系统网上办理，重大处罚实施
案审会制度，严格按照《江苏省
安全生产自由裁量实施细则》
行使自由裁量权。全年已立案
455起，其中事前处罚 417起。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积极做好
普法宣传工作。局班子成员到
各镇区街道宣贯新《安全生产
法》，开展事故警示教育。针对
化工企业的共性易犯问题，每

季通报执法情况，督促企业举
一反三，切实推动企业主体责
任的落实落地。

围绕应急救援抓体制机
制。总投资 1600 多万元的县
应急指挥中心已投入运行。
建立气象灾害应急会商机制，
及时更新落实各镇区街道和
部门的应急管理人员工作职
责，全面排查各类应急预案，
加强县级救灾物资储备管理，
推进镇村救灾物资适度储
备。多措并举，有效防范自然
灾害发生，不断提升应急救援
能力。
（全媒体记者 杨丹 王芊懿）

深度开展排查整治
着力提升应急效能

遗 失 启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