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校园里热火朝天
——我市学校冬季运动会掠影

近段时间，全市各地学校积极开展冬季运动会，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强化学生锻炼意识，增强学生体
质。一时间，虽然天气日渐寒冷，但校园里依然是一
派暖意融融、热火朝天的景象。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我市各地学校，用镜头记录
了一组同学们参加运动会的场景，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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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举行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本报讯 前不久，大竹县第十二
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大竹中学举
行，来自131支代表队的1284名运动
员，参加5个组别82个项目的比赛。
通过紧张角逐，产生252枚个人奖牌
和49枚团体奖牌。 （张奎）

通川区学生田径运动会声势大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第16届中

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达州市高级中学
举行，来自全区55所学校的663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分城市小学组、乡镇小
学组、高中组、初中组共80余个项目
进行角逐。颁奖典礼上，还隆重举行
了团体操表演。

（本报记者 王万礼 徐春红）

达川中学举行冬季篮球运动会
本报讯 近日，达川中学首届艺

术节暨冬季篮球运动会开幕。本次活
动由艺术节和冬季运动会组成，艺术
节有美术类和音乐类活动，冬季运动
会由教职工运动会、学生篮球比赛和
学生广播体操比赛组成。赛事将历时
一个月左右。 （徐鹏 杨华）

胡家中学田径运动会落下帷幕
本报讯 11月20日，宣汉胡家

中学第29届“文明杯”田径运动会落
下帷幕。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设男
女径赛200米、400米、800米、1000
米、1500米、300米、4x100米和
4x400米接力赛；设男女田赛实心球、
铅球、跳绳、立定跳远、急速跳远、三级
跳远，学生参与踊跃。 （贺丰）

罗江八一学校举行师生运动会
本报讯 11月16日，通川区罗

江八一希望学校第十五届师生运动会
开幕。此次运动会历时两天，全校近
千名学生参加拔河、跳绳、篮球、乒乓
球、迎面接力等项目的角逐，教师组队
参加了接力和拔河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蜂桶小学冬季运动会热火朝天
本报讯 11月20日，地处海拔

1300多米的万源市蜂桶乡中心小学
校举行冬季运动会。设拔河、迎面接
力、立定跳远、一分钟跳绳、运球等多
个比赛项目。在运动员的奋力拼搏下,
本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菲）

新红学生踊跃参与冬季运动会
本报讯 近日，宣汉新红中心校

举行第二届冬季运动会，学生参与踊
跃。分年级段设有乒乓球、跳绳、跳
高、跳远、50米短跑、1000米长跑、拔
河等11个项目比赛。同时，展出了校
园文化艺术节评选出的100多幅优秀
作品。 （王利）

新酢坊小学秋季运动会反响好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新酢坊小

学举行家长、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的
秋季运动会。设拔河、四人五足、50
米接力、400米长跑、立定跳远、背靠
背夹球跑等十个项目。大家参与热情
最高的是拔河比赛。运动会为校园增
添了活力。

（吴珠娟 本报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八中
送教下乡到米田村小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八中3名艺体教

师在校长黄刚带领下，前往该校对口帮扶小
学——通川区磐石镇米田村小，给孩子们上
音乐课和美术课。音乐课上，教学情境和游
戏活动设计生动有趣，不时响起孩子们欢快
的歌声和笑声；美术课上，老师先耐心细致
地给孩子们讲解剪纸艺术的基础常识，然后
在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剪纸作品《我爱我的家
乡》。 （唐铮铮）

王琴名师工作室
促城乡教师教学互动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进修校组织通川

区小学语文“王琴名师工作室”成员，前往罗
江八一希望小学开展送教下乡活动，促进城
乡教师教学互动。当天，由王琴老师指导，
通川区八小李映学老师为罗江小学学生上
了《从现在开始》一课，亲切活泼的语言、自
然大方的教态赢得专家好评和学生喜爱。
课后，参与教研的老师开展了低段朗读教学
研讨。 （本报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二小
举行班主任经验交流
本报讯 11月16日，通川区二小举行

班主任经验交流会。魏小艳老师认为班主
任要做学生的保护神，蒋金芬老师介绍要用
手中的相机拍摄下学生成长的精彩瞬间，冯
浪老师认为要注重与家长的沟通交流，韩丁
老师表示要注重孩子的思想教育，让大家受
益匪浅。交流会上，学校还对上学期“优秀
班主任”进行颁奖，并组织班主任学习了相
关管理细则。 （童治涵）

通川区八小
新教师亮相课促成长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第八小学开展

“新进教师亮相课”活动，新进的11名教师人
人上公开课。“亮相课”涵盖语文、数学、美
术、英语、体育等学科。每位新进教师从备
课到展示都做了精心准备，历经了选题——
一次备课——组内试教、评课、反思——二
次备课——展示等过程。课后，学校及时组
织教研组开展评课、研讨活动，切实提升新
进教师的教学能力。

（熊姿 本报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七小
研修学员汇报微课程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七小全体教师聆

听了吴伟、郑小勇两位老师的微课培训活动
讲座。据两位老师介绍，微课程这一新兴的
概念正以其特有优势在现代教育中脱颖而
出，焕发勃勃生机。它能够较好满足师生的
个性化教学需求，促进教育技术与学科教学
的深度融合，可以缩小先进与落后地区教育
的差距，可以使教师在学生需要时给予及
时、个性化的指导。 （何猛）

通川区实验小学
组织教师听专家讲座
本报讯 11月14日，通川区实验小学

组织全体教师参加区进修校开展的教师培
训活动。上午，听取了成都师范学院邓达教
授所做的《怎样才算人与人的教育》，老师们
豁然开朗，对师生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下
午，聆听了泸州市熊贵生教授上的《课堂大
翻转》一课，认识到要充分调动师生的潜能，
必须要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甘立翠）

本报讯 “每个班级排起两条长
龙，伴着生动活泼的音乐，迈着整齐有
力的步伐，走向宽阔的操场。找到自己
的位置后，孩子们两手侧平举，精准地
调整好队列队形。广播体操开始了，四
个年级近三千师生，个个精神饱满，动
作整齐划一。”11月20日，由市教科所
主办、开江县教科局承办的达州市优秀
教学成果推广会在开江县实验小学举
行。

此次推广会推广的是达州市优秀
教学成果——由开江县实验小学主研
的《小学生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合理开发
与有效开展实践研究》课题，来自全市
各县（市、区）的体育教研员、体育骨干
教师共计200余人前往参观学习，现场
推广。

宣汉县教研室汤胜林在观摩后认
为，开江县实验小学主研的这个体育课
题，有效解决了体育场地不足学校如何
开展体育课和课外活动问题。几千学
生同时开展活动，由于组织有序、指挥
得当，整个现场看上去繁而不乱，生动
活泼，井然有序。

而在大竹县青年路小学校长何文
军看来，开江县实验小学主研的这个课
题，有效解决了学生集体活动中的安全
问题。由于方案详尽，开展活动时，对
每个老师、每个学生的位置都有严格的
规定，大家各就各位，学生安全有保障。

活动期间，与会者还观摩了该校开
展的校园体育文化成就、体育与健康
课、足球微课、课外体育训练、足球模拟
联赛等活动。 （本报记者 桂爽）

让更多学校分享优秀教学成果
全市优秀体育教学成果推广会在开江举行

2015年11月26日空气质量良，空
气质量指数75，首要污染物PM2.5，健
康影响指数正常。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黎直灵：
你因病请假一年，假期结束

后一直没回单位上班。请你于本
通知见报之日起15日内回单位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归，我院将
报相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大竹县神合乡卫生院
2015年11月28日

通

知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在开江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请2015
年10月16日前的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6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进行登记
确认，逾期责任由责任人自负。

联系地址：开江县新宁镇新宁路182号
联系电话：0818-8218988
开江县金马山步洋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1月28日

股权变更公告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四川省达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川工商达字）登记内备字
[2015]第000089号”，拟注销“达州牦丰皮业有限
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
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158号3幢2楼
2号 联系人：马定键 电话：13982816599

达州牦丰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11月28日

大竹县雄风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川S13559、川
S15617、川 S13949、川 S15423、川 S15321、川
S11171、川 S16293、川 S15937、川 S35901、川
S41656、川S62071、川S40845、川S59663车主，
你们未按与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按时年审，请你
们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完善相关手续（超
期没年审请交回牌照、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逾
期未办理者，我公司将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
规处理。特此公告

2015年11月28日

公 告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四川省达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川工商达字）登记内备字
[2015]第000088号”，拟注销“达州市昌盛皮业有
限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权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
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559号2幢5楼
1号 联系人：马定键 电话：13982816599

达州市昌盛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5年11月28日

通川区一小学生进行100米短跑。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通川区二小学生进行跳绳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通川区七小运动会开幕式入场仪式。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通川区八小学生进行实心球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大竹高明镇中心小学学生参加短跑比赛。
（黄晓波 摄）

通川区复兴中学学生参加立定跳远比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达川区景市初中学生参加拔河比赛。（本报记者 陈鲸印 摄）宣汉二中学生参加趣味体育比赛。 （本报记者 桂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