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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新学
期开学前后校园安全事
故易发、多发，南沙河镇
南池小学牢固树立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大
工作力度，完善学校安
全工作责任制，将安全
管理职责逐级分解落实
到每个领导、每个部门、
每位人员，形成了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的责任
体系。开学前，学校对
校舍、消防设施、实验
室、食堂和校园“三防”
等方面进行了专项检
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并做好台账记录，要责

任到人，确保学校校舍
及各类设施、设备均能
安全正常使用。学校认
真加强特异体质学生排
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并结合秋季开学后师生
思想状况和校园特点，
针对新生入学、岗位调
整、教师待遇、食堂饭菜
价格与质量等重点问
题，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群众
性事件的隐患。同时，
畅通信息渠道，加强分
析研判，把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通讯员 王德刚）

南池小学积极做好校园安全工作

本报讯 9 月 1 日，正式
开学第一天的升旗仪式上，西
岗中学陈永渠校长作了《树立
文明形象、迎接崭新学期》为
主题的国旗下的讲话。总结
了上一学年度学校在教育教

学中取得的成果，展望了新学
期学校各项工作，并从文明礼
仪、安全教育、学习习惯等方
面对全体学生进行了入学教
育。在当天下午班会课上，学
校各班级召开了“珍爱生命

关注安全”的主题班会，师生
们就校园安全问题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

本次活动对学生进行了
全面的安全卫生知识教育，包
括生命及财产安全、防溺水、

交通安全、饮食安全、用电安
全、消防安全、防校园欺凌；教
给学生自救常识、防震逃生、
防踩踏技能。

此次秋季开学第一课系
列活动增强了西岗中学全体

师生的安全保障和自我防护
意识，强化了学生尤其是新生
的遵守校纪校规的规范意识，
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教
师的敬业乐业和爱校如家的
积极性。 （通讯员 马培胜）

西岗中学上好开学安全第一课

本报讯 开学伊始，为了更好
地落实校园安全工作，为了提高广
大师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的意
识，董村小学积极行动起来，广泛
开展安全教育宣传活动。首先召
开全校教师会议，结合当前形势，
结合学校实际，全面部署学校安全

工作要求。接着，又召开了学校安
全领导小组会议，排查学校安全
隐患，明确责任，建立督察、总
结、反馈制度。另外还主要通过
两条途径来提高大家的安全责任
感和紧迫感：一是通过校内板
报、广播、班会、讲座、国旗下

讲话等形式，让学生明确安全重
于泰山，要远离危险，珍爱生
命；二是通过告家长书的形式对
家长进行宣传教育，让家长时刻
对学生进行提醒，积极配合学校
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

生命是最最宝贵的！董村小
学将把安全教育作为一项常规工
作常抓不懈，让学校的安全教育做
到经常化、活动化、有效化。

（通讯员 宋思荣）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顾庙小
学围绕校园安全工作打出了“组合
拳”，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召开安全工作会议，重申了岗
位安全责任，强调了学生一日生活

和学习的安全细节，落实了应急预
案；突出安全提醒，利用宣传材料
对每位家长作一对一安全提醒；开
展安全检查，对全园安全设施及环
境进行隐患排查，具实记录，及时

反馈整改；强化安全教育，上好开
学第一课，开展多形式安全教育；
加强楼道管理，在集体活动、放学、
下课时要组织学生有序上下楼；开
展课间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学生的
危险行为和打架斗殴等行为。同
时加强对学生携带的物品管理，严
禁学生携带管制刀具和危险物品
进入校园。 （通讯员 韩寒）

顾庙小学多举措加强校园安全

毕业，多么沉重
的词啊！曾经，我认
为毕业就是解放，就
是解脱。可现在呢？
我毕业了，可滋味却
大不一样。是什么滋
味呢？苦吗？不是。
酸吗？不是。乐吗？
不 是 。 喜 吗 ？ 也 不
是。那是什么？自己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滋
味。

留恋母校，就走
遍母校每一个角落，
那一砖一瓦、一草一
木那么熟悉，那么亲
切，微风掀动我的衣
襟，也好象要把我极
力挽留。啊，亲爱的

母校，此时此刻，我
长长又轻轻的足音，
是 给 你 的 无 奈 的 留
言。

2011 年 9 月 1 日
我们39个孩子初次见
面，还记得那个时候，
用腼腆的笑容，拉近
了彼此的距离，我真
的很开心，这一次我
们用学习交流，因学
习相遇，为学习疯狂，
2014 年和 2015 年两
个新孩子，闯入了我
们 39 个人的世界，从

那一刻起，我们班变
成了41位孩子组成的
大家庭。

六年的时间，既
不多，也不少。同学
们都彼此希望时间能
够停止，不再向前流
动。然而时间依旧那
么不紧不慢的在走，
当我们发觉想要去抓
抓它时，它已经消隐
无踪。

曾经，我们一起
哭过，一起笑过，一起
吵架斗嘴，一起玩游

戏，这一切一切，谁会
忘记？曾经，我们一
起写作业，一起画画，
一起看书，一起聊天，
这一些一些，谁能忘
记？

与同学走到同一
天空下，是幸运的，一
起追逐，一起成长，一
起欢笑，一起创造，一
起经历，一起看着我
们走过的一切……在
熟悉的校园里，让那
些慢慢变成永远的回
忆吧！

毕业的滋味就像
是断了线的风筝，一
个人孤独的漂泊在天
空里，尽管那天很宽，
很蓝，但断了线的就
是不一样，只能自生
自灭。

毕业的滋味，就
像一杯苦咖啡，虽然
可以加点糖，依然叫
人心憔悴，往事不可
追，任冷风吹……

毕业了，送同学
们一个蛋糕，配料：友
谊，快乐，思念，储藏：
你心中最暖的地方，
生产日期：从我们认
识 开 始 ，保 制 期 ：永
远。

不说再见的再见
书院小学五年级一班 高悦

读完小说《呼啸山
庄》，我的情绪久久不能
平复。这是英国著名作
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
作，创作于19世纪中期，
故事背景18世纪末19世
纪初的英国北部乡村。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
个关于爱和恨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希刺
克利夫，是一个吉普赛流
浪儿，被呼啸山庄的主人
恩肖先生收养长大。恩
肖先生的女儿凯琵琳于

希刺克利夫感情很好，而
儿子亨德利则始终仇视
希刺克利夫。恩肖先生
去世后，希刺克利夫失去
了庇佑，遭到亨德利百般
侮辱与虐待，亲爱的凯琵
琳也嫁给了画眉山庄的
富家公子埃德加。他一
怒之下出走，三年后衣锦
还乡，对呼啸山庄和画眉
山庄实施了毁灭性的报
复。

有人说，希刺克利夫
是个可怕的恶魔、可恨的

恶棍，就像山庄上的北风
所到之处，无不荒凉破
败，万物都在他的淫威之
下，琵琵求生。但是我认
为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
处。希刺克利夫的一生
宛如浮萍，没有根基，没
有归宿，他和我们大家一
样渴望爱，却因为爱不
得，才在极度绝望之下变
成恨。彻底丧失了生存
的快乐，他只好将复仇作
为活下去的动力，长期深
陷痛苦中，伤害别人，更

损毁了自己，这是多么
可悲而又值得同情！

所以，这是一出悲
剧，深处其中的人因为爱
或恨而有过不同程度的
悲惨遭遇。然而，这部小
说表面上看是希刺克利
夫的恨驱动着情节发展，
实际上仍旧是他对凯琵
琳矢智不渝的爱在起作
用。并且小说的结局也
告诉我们恨是无法长久
的，只有爱能生生不息。
正是这一点让我深受感
动，让我在《呼啸山庄》色
调阴冷的故事里看到了
一丝暖意，也得到了深刻
的反思，为我的阅读经验
又增加了宝贵的一笔。

读《呼啸山庄》有感
南沙河镇陡铺小学五年级一班 李守鹏

新学期伊始，为了营造良好开端，培养学生的安全习惯，9
月4日，龙泉街道中心小学新校召开安全习惯养成月主题班会
活动。本次班会得到了全校师生的高度重视，各班精心布置了
黑板报，班主任老师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班会的主题是“安
全，从习惯养成开始”。在班会课上首先就新校区安全注意事
项、安全要求对学生进行了讲解；其次对学生的安全行为习惯进
行教育，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做个讲安全有素养的人，以朝气
蓬勃的姿态迎接新学期。 （通讯员 张敏 王洪武）

龙泉街道中心小学新校区
召开安全习惯养成月主题班会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
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
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
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
行，在中国等 9 个受降国的代
表注视下，日本外相重光葵代

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
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
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冈村双手
捧接投降书，签上“冈村宁次”

四个字，然后盖章。这是中国
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
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
献。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印刷
发行了纪念邮票。

误将“八·一五”印为“八·一三”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军民
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为表达
解 放 区 人 民 的 喜 悦 心 情 ，
1945年12月，山东解放区战时
邮政总局发行了“抗日民族战
争胜利纪念邮票”一套 4 枚。
面值分别为 1 元、5 元、10 元、
20 元，其中，20 元票为解放区
首次彩色套印，由山东北海银
行印钞厂胶版白纸印制。邮票

中心图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
泽东挥手指引人民奔向光明的
前程；邮票背景中绘有“青天白
日旗”和红旗；邮票上端左右两
角文字是“中华”、“邮政”，中间
文字是“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纪
念”；邮票下部是抗战胜利纪念
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
十 三 日 ”，即 1945 年 8 月 13
日。这里将纪念日期“八·一
五”误印为“八·一三”，发行后
才发现错误，所以也没有纠
正。邮票设计者李善一是一位
画家，曾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
教科科长兼《胶东画报》社社长
和主编，建国后曾担任过驻古
巴大使和驻扎伊尔大使。

这枚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发
行的邮票，出现了“中华邮政”

字样和“青天白日旗”图案。这
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抗
战胜利后，希望国共进一步加
强合作，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建
设一个民主光明、繁荣富强新
中国的强烈愿望。

请示聂荣臻定夺青天白日旗

为庆祝抗战胜利，在晋察
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成立之前，
边区交通总局就于 1945 年 9
月开始策划设计“抗战胜利纪
念邮票”，面向边区社会各界公
开征集图案。最后华北联合大
学集体创作的“八路健儿疆场
杀敌图”脱颖而出。设计者根
据这幅绘画设计出了邮票大
样：主图案为八路军骑兵和步
兵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

帜，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奋勇
杀敌的场景；图案上方半园形
印有“抗战胜利纪念”六个字，
下部落款“晋察冀边区邮政”；
左右两边为圆形立柱，立柱上
下部分别为大小写面值，两个
柱子下面各有一个丢盔卸甲的
日军。在审定邮票图稿时，有
人提出异议，青天白日满地红
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象征，
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行的
邮票上有这个旗帜，这不是替
国民党表彰战功，为他人做嫁
衣吗？交通总局的负责同志也
感觉此事非同小可，便立即将
此事上报给中共中央晋察冀分
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聂荣
臻。不久，聂帅的批复就下达
了：“我们应当客观的承认历

史；另外考虑到抗战刚刚取得
胜利，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大局，图稿可以通过。”

聂荣臻一锤定音，经过三
个月的征集图稿、设计、制版，
于同年12月，由晋察冀边区行
政委员会财政处张家口印刷局
印制，在张家口市和晋察冀边
区发行，全套8枚，分为1元（红
棕）、2元（橄绿）、4元（红）、5元

（紫棕）、8 元（浅紫）、10 元（玫
红）、12 元（黄）、20 元（浅绿），
石印单色，到 1946 年全部出
齐 。 这 套 邮 票 图 幅 为 40 ×
48mm，为与其后发行较小的
同图案邮票相区别，通称为“大
抗战”邮票。这套邮票图案别
具一格，印刷精美，充满着欢乐
喜庆的民族特色。抗战胜利初
期，国共仍然是合作局面，全国
邮件可以互通，许多信件在国
民党统治区投送，也受到人们
喜爱。也有人专程从北平坐火
车或托人到张家口去购买抗战
胜利纪念邮票收藏。

方寸间再现抗战胜利
郑学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