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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4
祖国赞词

�大竹中学/邱绪胜�

那是一粒火种
被镌刻在殷墟里的龟甲兽骨
那是一种大气
被浇灌在青铜大鼎的线条
那是一缕吉祥
绘制在仰韶陶罐的精密的纹路

祖国啊，在这秋虫唧唧
桂香馥郁的秋夜
在故国，在异域
有多少人在一遍遍地默念着
这一个温暖的词语
就像抚摸着一枚
有些许裂纹的玉石的温润
千百年来
它给这个疆域的人们
以宁静和浪漫，优雅和平安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痛啊
也是刻在基因里的不绝的爱

祖国 你让我骄傲
�万源三中/张步伐�

祖国
你让我在黑夜里感受到
星光的明亮与璀璨
听到蛙声与虫鸣闪烁的交响
你让我透过自己的肌肤
看到内心的灯盏 拨亮
血脉里慵懒的激情

祖国
你交给我的大地
我没有理由忽略一草一木
它们的茂盛与衰败
都是你我的全部
那些河流的丰腴与干涸
关连到你我呼吸的强弱

我生长在你的辽阔
让我目极远去的贫穷
敞开的国门 涌进的
不再是暴虐的铁蹄
而是合作共赢的笑容
走出去的是
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新战略

祖国 你让我身着古典的旗袍
从历史深处款款而来
走出东方女子特有的美韵
你让我在火热的生活里
煅造强健的肌体
凸显东方男子十足的魅力

祖国 你让我
禁不住沿着方方正正的字体
深入你的前朝往事
梦回大唐古色古香的繁华
痛彻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
今天 你让我骄傲
骄傲于你
腾飞的自信与张扬

我的祖国，深情遥望
�达川中学/杨华�

那个巨人，在天安门城楼的宣告
响彻五洲四海
回应一个民族五千年的求索
穿越华夏大地，久久回荡

从此，那个曾经备受屈辱的民族
背负沉重使命
素手勾勒，始于一片空白
脚印一步步铭刻，汗水一滴滴洒落
每一道闪耀的光芒
映射出无数艰难苦楚

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五湖四海，三山五岳
无任道路曲折崎岖
无任前程荆棘密布
四万万同胞繁衍生息
十三亿人民如磐石站立

六十七年，远眺如炬的目光更加坚定
六十七年，迈向远方的脚步更加坚实
六十七年，睡狮一醒百兽震惶
六十七年，万众一心不可阻挡……
不忘初心，与中国梦齐飞
深情遥望，泱泱中华万世其昌

国庆，国庆
�达一中/冯超�

六十七年前的今天
在天安门城楼的上面
一个伟大人物的声音
带给整个世界的震撼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声音响彻海北天南
那里伴有南昌起义的炮鸣
那里包含井冈山的红旗招展
那里在描述遵义会议的慷慨陈词
那里走出了万里长征的宏图伟愿
那里追忆着八年抗战的艰难困苦
那里烘托了三大战役的绝后空前
这是用血染的风采
踏出华夏的地阔天蓝
这是用先烈的身躯
铸起民魂的擎天巨龛
勿忘国耻
开启龙的航母之舰
运用五千年的文明底蕴
挥蘸神州的辉煌画卷

祖国，梦想在飞翔
�宣汉县毛坝镇中心校/侯少华�

六十七年风雨，
六十七载梦想；
六十七岁历程，
六十七簇希望。
群群白鸽翱翔蓝天，
陪伴着祖国岁岁年年的辉煌！

小岗人的血手印是为温饱的梦想，
深圳的开山炮是为富裕在咆哮。
纵横的高铁为时间变金钱在奔跑，
跨海大桥把母亲的儿女紧紧拥抱。
辽宁舰上的战鹰书写着强国的自豪，

天宫二号让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金秋十月稻黄桂香，
神州大地瓜甜果笑。
繁华都市尽展青春中国的颜值，
小康农村流淌着母亲无穷的芬芳。
十三亿步履匆匆的中华儿女，
力同一方：让祖国展翅飞翔！

祖国是什么
�大竹县第八小学/饶春�

祖国是什么
“祖国”这个词语很抽象
随着教鞭的指引
我走向世界的东方
原来，祖国定根在
雄鸡昂首龙的故乡

这儿有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这儿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张
这儿有唐诗和宋词
这儿有孔孟和老庄
长江黄河是祖国的两根琴弦
把历史的风云，日夜弹唱
万里长城是祖国的一管血脉
洞穿岁月沧桑，永远流淌着
不屈和坚强

你看，祖国的英豪
乘坐“神舟”飞船
驾着敦煌壁画的梦想
在浩瀚的太空，信步、翱翔
你看，北京、伦敦、里约的赛场
奥运健儿们，顽强拼搏
一面面五星红旗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高高飘扬
你看，九三大阅兵
我们最可爱的人，向历史和未来致敬
向世界，展示祖国的强大和力量
向人类，把和平宣讲

祖国啊——
祖国是什么
祖国不仅仅是一篇源远流长的华章
一个圆梦的地方
祖国也不仅仅是一堵挺起的胸膛
一根坚强不屈的脊梁
祖国更是一位伟大慈爱的母亲
是生我养我、朝夕不离的娘
在您温暖的襁褓中，我们快乐成长
在您细心的呵护下，我们日益茁壮
我们要用智慧和汗水
把您的微笑播撒在七大洲四大洋
我们要用速度和实力
把您新的诗篇发表在蓝天白云之上

雄鹰在蓝天上飞翔
�通川区西罡学校/张盼�

飘扬的红旗轻叩我的思绪
走进深秋
我静静地感受祖国祥和的节气
感受祖国给予我博大、宽厚、深沉的爱
十月
我沉浸在祖国的历史长河里
我看见
古老的圆明园
弥漫着淡淡的忧伤。
而——
今天，那只沉睡后醒来的雄狮
引领五十六个民族
正激情飞扬的前行
此刻
雄鹰在蓝天上飞翔
雄壮的国歌声
早已深及我的内心
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
哦，在辽阔的国土上
这深沉的歌声让我思绪万千。
看吧，所有的生命正焕发出澎湃的激情
就像东方升起的明媚阳光……

达州市高级中
学——9月 29日，
学校开展了“诵读
经典演绎华章，共
迎国庆展望未来”
朗诵会。通过歌颂
祖国大好河山，使
学生充分感受到祖
国江山如画，从而
培养了他们高远的
眼光和博大的胸
怀。
（魏寒松 李锋）

通川区凤翎社
区幼儿园——9月
30日，开展了“庆
国庆红歌大声唱”
活动。活动中，孩
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唱响首首红歌，
教师们则进行红歌
接龙，重温了一首
首经典红歌。
（郑雪兰 本报

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第十三

小 学 ——9月 30
日，学校组织全校
师生在教室里观看
了中央一台“向人
民英雄纪念碑敬献
花篮仪式”现场直播。观看结束，同
学们与老师畅所欲言，纷纷表示要
将烈士们的精神转化为力量，落实
到学习生活中去。

（黎秋梅）
宣汉县育才石岭小学——9月

27日，学校开展了“祖国在我心窝
窝”主题队会展示活动。此次活动
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
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热
情。

（朱宏利 本报记者 桂爽）
宣汉县七里学校——国庆前

夕，学校开展了迎国庆“五个一”
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各班开展一次

“祖国在我心中”主题班会活动、各
班出一期“我为祖国而骄傲”国庆主
题黑板报、团队部举办一次“美丽的
祖国”美术作品展等。 （杨登云）

宣汉东南中心小学——9月23
日，举行了“喜迎国庆、祝福祖国”主
题作文竞赛活动。比赛中，同学们
在规定时间内都写出了高水平、高
质量的作文。竞赛结束，学校根据
参赛学生比例分别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

（王可香）
宣汉双河幼儿园——9月28

日，开展了“亲子红歌秀”庆国庆活
动。各班家庭用唱、跳等多种形式
演唱了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歌曲。
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全园孩子接受
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冯桂香 周家菊）
宣汉县土黄小学——9月30

日，组织全校师生收看了中央电视
台“烈士纪念日”节目。收看直播
后，广大师生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
遗志，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多为社
会做贡献。 （李小华）

欢
天
喜
地
庆
国
庆

—
—
我
市
各
地
学
校
欢
庆
国
庆
佳
节
一
览

9月28日上午，大竹中学组织少先队员手捧鲜花，前往老红军卢炳
发家里，向他表示节日问候。图为少先队员在听老红军讲故事。

（郑云飞 王志红 本报记者 刘礼全 摄）

为伟大祖国放声歌唱
——我市老师写诗颂祖国

语文要加强创新素质教育，首先要立足于课堂
教学。语文教学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
力。当今，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课堂教学，就是培养
学生掌握、分析、运用、传递信息的综合能力。为了使
学生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针对传统语文教学“少满
差费”的弊端，我认为语文教学中应进行下述课堂教
学改革探索，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激发创造兴趣，鼓励创新精神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没有学习的愿望，那么

我们的全部计划、探索都会落空。没有求知欲，就没
有学校。因此，他向全体教师建议，珍惜孩子的好奇
心、求知欲和创造的火花。要使学习具有思想、感情、
创造、美和游戏的鲜艳色彩，成为孩子们深感兴趣又
富有吸引力的事情。增强孩子的信心，使他们获得取
得成功的鼓舞力。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启发性
原则，提问设疑，强烈刺激学生的学习情绪，活跃思
维，使之振奋起来,产生积极探求新知的欲望。在课
文教学中，教师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一灌到底的方
法，让学生睁大眼睛发现，发现好的词语、好的修辞、

好的句子、好的描写，每一个发现都是学生自己的收
获。特别是对语文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更多关注些，
尊重他们的人格，激励其上进，尽量捕捉其“闪光
点”，给予激励表扬，使之振作精神，树立信心，学生
从细微处体会到教师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这样学
生心情舒畅，课堂上学生敢于大胆开口，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师生在教学中产生和谐的共鸣，增进相互
的情感交流，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

运用求异法，旨在创新
“求异”法是在分析解决问题时不拘于一般的原

则和方法，不满足已知的结论，而运用与众不同的思
维方式标新立异地提出自己新见解的一种方法。教
学中，运用“求异”法，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因此，教学不应求同过多，而应尽量引导学生用发散
的眼光，多方位的审视文章的立意、题材、结构和语

言，尽量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感受体味，有自己
独特的见解。同时强调在课堂中进行多元化思维训
练，多元化思维是创新思维的重要思维形式，鼓励学
生针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别人的见解，各抒己见。另
外，还要正确引导学生逆向思维，一些小学生由于长
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常常“人云亦云”，不能也不敢
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新见解，为此，教师要注重引导
学生敢于“反其道而思之”，让思维向对立面的方向
发展，从问题的相反方向深入的进行探索，树立新思
维，创立新形象，在思考问题时，不仅可以从正面去
思考，也可以从反面去设想。例如一些成语，强调某
一方面的道理，意思比较固定，但并不是没有可取之
处，“狐假虎威”不好，但狐“假”虎威对付老虎，保全
性命，难能可贵。由此可见，语文教学运用求异法，学
生能突破原有的、前人的框架，使学生形成独特的思

维个性。
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

鼓励学生大胆幻想，以幻想目标激励学生，然后
启发学生改组、迁移、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架设
通向幻想目标的桥梁。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科学的
每一项巨大的成就，都是以大胆的幻想为出发点
的”。对事物的未来大胆地幻想是创新的起点，从某
种意义上讲，科学史上的许多事物的过去和今天都
表明，“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中，我们应引导学生对事物的未来大胆进行幻
想，并以此幻想目标为导向，激励学生改组、迁移、综
合运用掌握的知识，寻找各种将幻想目标化为现实
的途径，从而增进创新技能。

创新教育已成为了当今教育的主旋律，小学语
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应
是实施素质创新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我们
必须从小学语文这门学科的特点出发，抓住契机，
深入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通过自身素质，在教学中
扎扎实实落实素质教育，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而
努力。

达州市市本级2016年度就业困难人
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工作将于2016年
10月8日启动，2017年2月28日结束。
符合条件的人员，请在此期间持申报资
料到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大厅就业援助
窗口（南外华蜀南路522号达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院内）申报，逾期不予受
理。联系电话：0818-3322289（市就业局
创业指导科）。

申报资料：1、《达州市就业困难人员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报表》原件；2、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本人户口薄原
件及复印件；4、本人《就业失业登记证》
原件及复印件；5、《达州市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证明》原件；6、本年度缴纳社会保险
凭证原件及复印件；7、个人工资收入证
明原件；8、本人银行储蓄卡（折）复印件
（目前指定银行为达州市工商银行）。

达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2016年9月28日

关于启动达州市市本级2016年度就业
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工作的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10月26
日10：00在通川区荷叶街57号中华大厦
4楼达洲拍卖厅（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物：

1、大竹县竹阳镇建设路1201号1幢
6单元8号住宅；建筑面积115.33m2；参
考价24.1万元。2、大竹县盐业公司家属
院2单元10号住宅；建筑面积161.35m2；
参考价35.64万元。3、达县南外镇三叉
路商贸公司综合楼三楼；建筑面积
99.23m2；参考价46万元。

以上标的物即日起展示于标的物所
在地，无论品质如何变化，成交价均不作

调整。有意竞买者请对标的自行审鉴并
查阅相关资料，本公司申明对标的物的
品质等瑕疵不作任何担保。有意竞买者
向法院交纳参考价20%保证金（不计息）
后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报
名手续。1、2号标的竞买保证金转入单
位：大竹县人民法院，竞买保证金转入账
号：2317578129126425770，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竹支行；3号
标的物保证金转入请电话咨询。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10月
25日17：00；报名地址：达州市通川区华
夏 城 市 花 园 三 楼 ；详 情 咨 询 ：
0818-2155573;18781822486(赵女士)

四川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8日

贺书清、黄德建、吴仕贵、
李大林、李华宣、袁仁明：

请你们于本通知见
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回单
位上班或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通知
达县松升矿产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8日

通 知
经公司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备案“（达工商达字）登记
内资受字[2016]第002762号”，拟注销

“达州市达川区星辉影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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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区城市坐
标9楼B3号 联系人：吴忠友

电话：18081503523
达州市达川区星辉影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10月8日

清算公告

浅析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创新教育
�大竹县第三小学 刘昕�

9月30日，通川区金豆子幼儿园通过举行升旗仪式、进行爱国知识
竞答等，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7周年。图为学生演唱爱国歌曲。

（唐春梅 本报记者 王万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