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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中考开考 全力以“护”

本报讯 三年磨一剑袁六
月试锋芒遥 2022 年中考于 6 月
26 日至 28 日进行袁今年清溪镇
共设置了 2 个考点袁 分别是清
溪中学和众美中学遥 6 月 26 日
是开考第一天袁 上午的考试科
目为初二生物尧地理袁设置了 87
个考场袁 共有 2581 名考生参加
考试曰下午的考试科目为语文袁
考生总人数为 2165 人袁 启用常

规考场 73 个尧备用考场 1 个遥
当天袁市教育局督导组尧清
溪镇委委员钱暖枝一行先后来
到清溪镇两个中考考点袁 深入
考务办公室尧监控室等地袁了解
中考期间疫情防控尧 安全应急
措施尧试卷保密保管尧食品安全
等情况袁 并就进一步做好中考
各项保障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遥
镇教育管理中心负责人等一同

督导巡查遥
督导组强调袁学校务必精
心组织 袁周 密部署 袁在 严格 落
实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袁全
面做好校园安全尧 考试保障尧
考场管理等工作袁为广大学子
创造公平尧 良好的考试环境遥
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袁以高度
负责 的 态度 和坚 决 有力 的 举
措袁扎实做好中考期间医疗保

障尧噪 声控 制尧 道路 交通等 保
障工作袁切实打造野平安中考冶
野健康中考冶遥
当天上午袁记者在两个中
考考点看到袁清溪学子意气风
发袁满怀信心赴考遥 决胜中考
的条幅挂在了教学楼尧校门过
道等场所袁学子们在走向考场
的路上袁都能够看见这些催人
奋进的话语袁激励着他们奋力
冲刺袁不留遗憾遥野加油加油浴冶
野沉着冷静袁你一定没问题浴 冶
学校 老 师们 早 早在 校 门口 等
候袁与 学子 们一一 击掌 袁为 他
们加油鼓劲遥
与此同时袁清溪镇各部门合
力护航中考袁 让学子们安全感
野爆棚冶遥 公安尧交警增派警力值
守校园袁对两大考点周边道路及
安全环境进行疏导和管控曰城管
部门开展野无声行动冶袁劝导周边
商贩野降低分贝冶袁为考生营造良
好的考试环境曰从进门测温到考
试结束袁都有野白衣天使冶全程守
护学子健康遥
渊傅 娴 黄广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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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开展“静音”行动为中考护航
本报讯 为了给中考考生
营 造一 个安 静 备考 的 良好 环
境袁清溪城管分局从 6 月 23 日
起全面开展野静音冶行动袁严格
控制噪音袁用野无声的行动冶为
考生加油遥
野我们对清溪镇内的考点
进行了梳理袁 并分析了历年数
据后袁确定了耶静音爷行动的重
点保障区域尧 对象以及采取的

措施遥 冶清溪城管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袁 考点周边噪音来源主
要是流动商贩的叫卖声尧 店铺
的音响声和工地的作业声袁清
溪城管人行动起来袁 采取多种
方式助力中考遥
据悉袁野静音冶 护航队分批
开展行动遥 其中袁第一分队由
清 溪玉 兰 女子 城 市执 法服 务
队 和负 责 市容 管 理的 执法 人

员组成袁对考点周边的店铺开
展集中走访劝导袁 登门提醒袁
要 求中 考 期间 禁 止播 放 高分
贝音乐尧不得占道经营和店外
施工曰第二分队则对考点周边
的 建筑 工 地严 格 限制 噪 音施
工作业袁禁止夜间施工渊抢修尧
抢险除外冤袁 中考期间禁止噪
音作业曰第三分队在考点周边
开展城市野六乱冶整治行动袁重

点查处各类流动摊贩尧店外经
营尧车辆乱停放尧派发传单尧乱
堆乱放等行为袁为广大考生开
辟出一条野快速绿色通道冶遥
为了加大保障力度袁 清溪
城管分局还安排了执法人员全
天候在考点周边巡查袁 并要求
环卫尧 绿化等作业公司的车辆
在考点周边禁止鸣笛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市场监管分局全程驻点护航中考

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为确保中考期
间饮食安全袁清溪市场监管
分局对考点食堂分别派出
监督小组实行专人专班全
程驻点保障袁为广大考生饮
食安全保驾护航遥
该分局每天派出两个检
查小组袁 分别对清溪中学和
众美中学考点食堂进行全程
驻点遥 工作人员对中考菜单
进行现场审查及核对尧 现场
指导和全程监督袁 严把原料
采购尧分类贮存尧加工操作尧
清洗消毒尧 人员健康和食品

留样等每一道关口袁 并组织
检测人员对供餐的蔬菜实施
快检袁截至目前已抽检 19 批
次袁结果均为合格遥
接下来袁清溪市场监管
分局将持续做好中考食品
安全护航工作袁同时加强学
校周边小餐饮尧食杂店等场
所巡查袁 重点查处无证无
照尧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
为袁全力保障中考期间广大
考生及考务工作人员饮食
安全袁守护师生野舌尖上的
安全冶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与到野文明健康尧绿色环保冶家
园建设中来袁 推动城市文明精
细化管理袁提升群众文明素质袁
让清溪更加文明有序袁 以良好
的精神面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遥
在参与活动的有关负责人
按响野启动冶喇叭后袁本次活动
正式启动遥 为吸引亲子家庭积
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袁主办单位

野潮流东莞窑火柴盒冶清溪镇城市艺术 Time
经典粤语金曲之夜举行

怀旧经典 “港味”
十足

本报讯 老歌是酒袁 越
是珍藏袁越是醇香遥 6 月 23
日 晚 上 袁 野 潮 流 东 莞窑火 柴
盒冶 清溪 镇城市 艺术 Time
经典粤语金曲之夜在 清溪
保 利窑堂 悦 营销 中 心 举 办袁
与市民一起分享记忆 中的
一首首经典港乐袁分享莞港
两地友好合作的精彩历程袁
喜迎党的二十大遥
当晚 7 时 30 分袁 随着经
要beyond 乐队
典粤语歌曲要要
叶海阔天空曳的响起袁野潮流东
莞窑火柴盒冶清溪镇城市艺术
Time 经典粤语金曲之夜正式
拉开帷幕遥 随后袁叶千千阙歌曳
叶半斤八两曳叶一人有一个梦
想曳叶下一站天后曳叶万水千山
总是情曳与叶朋友曳 等经典粤
语金曲逐一献上袁 为现场观
众带来一波满满的 野 回忆
杀冶遥 熟悉的旋律袁怀旧经典袁
让在场的听众忍不住跟着一
起哼唱遥
本场音乐会以时间轴为
顺序袁横跨 4 个年代袁带现场
观众穿越回到香港群星璀璨
的光辉岁月遥 其中袁70尧80 年

代经典粤语金曲专场以一首
叶半斤八两曳 作为开端袁叶祝
福曳叶万水千山总是情曳 等金
曲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隧
道袁 重温记忆里的美好曰叶海
阔天空曳叶千千阙歌曳 则拉开
了 90 年代粤语金曲的序幕袁
大家一下子回到那一段承载
着青春的唱片时代曰而 00 年
代的粤语金曲则用一首 叶下
一站天后曳打开袁在场的年轻
人齐声合唱袁 一起沉浸在那
段青春回忆中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今年是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袁 活动现
场还演唱了叶东方之珠曳叶明天
会更好曳等经典歌曲袁表达了
清溪广大青年对香港尧祖国的
诚挚祝福袁引燃活动氛围遥
据悉袁野耶火柴盒爷 城市艺
术 Time冶 是东莞推出的城市
文化形象塑造的全新品牌袁主
要以流行音乐尧 小型交响乐尧
室内乐尧铜管乐尧木管乐尧新民
乐等时尚尧 高雅的音乐为内
容袁目前已在清溪镇开展多场
音乐活动袁深受市民喜爱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清溪镇广大妇女群众
深情唱响《领航》
本 报 讯 2022 年 是 党
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
野十四五冶规划关键之年遥 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即
将来临之际袁清溪镇各级妇联
组织深情唱响新时代歌曲叶领
航曳袁用歌声抒发野永远跟党
走袁奋进新时代冶的信念和决
心袁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
福和无限热爱遥
叶领航曳振奋人心的歌词袁
大气磅礴的旋律袁进一步激发
了清溪镇广大妇女群众团结
拼搏尧不懈努力的壮志热情袁

引领着广大妇女群众听党话尧
颂党恩尧跟党走袁在建设野融合
先锋尧智美清溪冶的奋斗新征
程上勇担当尧建新功尧扬新风尧
作贡献袁一起向未来遥
2022 年袁清溪镇妇联将
继续聚焦野思想领航冶野建功
扬 帆冶 野幸 福安 康冶 野 维权 暖
心冶野组织聚力冶 五大工程袁
创品牌袁提质量袁增效能袁推
动妇女儿童 工作迈上新台
阶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遥
渊李远球 杨 珊冤

清溪镇第五期师德专题教育活动举行

做把孩子放在心中的好老师

清溪：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健康生活方式
本报讯 为积极倡导野文
明健康 绿色环保冶 健康生活
方式袁 引导 市民 参与野 文明 健
康尧绿色环保冶家园建设袁6 月
25 日袁清溪镇野文明东莞 从我
做起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 动 暨文 明 礼仪 嘉 年华 活
动渊清 溪分 会场 冤在文 化公 园
举行遥 活动吸引了 30 多个亲
子家 庭 和东 莞 好人 志 愿者 代
表参加遥
活动以 野文明东莞 从我做
起冶为主题袁由清溪镇宣传文体
旅游办尧 清溪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主办袁 清溪镇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成员单位协办遥
据悉袁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袁 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
部署要求袁 深化拓展我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袁 积极倡
导野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冶健康生
活方式袁 吸引更多群众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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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场 布置 尧氛 围营 造尧 游戏
和奖品设置等方面袁可谓是花
足了心思遥 其中袁现场设置了
叶东莞文明 18 礼曳尧 妇女及家
庭正向支持援助服务尧国民体
质测定 尧垃 圾分 类尧 美好 生活
民法典相伴尧日常小行动降碳
大作为 尧文 明公 筷尧 情系 职工
真诚服务尧野义冶起做志愿者和
爱国卫生 的宣传及 游戏等 10

个打卡点袁吸引了亲子家庭热
情参与袁他们在参与游戏或答
题通关后袁即可获得大礼包奖
品袁让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在
喜 闻乐 见 的活 动 中得 到 熏陶
和养成遥
此外袁东莞好人志愿者代
表尧 亲子 家庭尧 志愿 者等 拿起
小钳子尧 垃圾袋等清洁工具袁
对 文化 公 园及 其 周边 的 卫生
死角尧绿化带漂浮物等垃圾进
行了集中清理袁通过实际行动
来 倡导 市 民正 确 分类 投 放生
活垃圾遥
野文明行为养成袁家长很关
键遥 冶东莞好人邬芳珍表示袁活
动很有意义袁 带着小孩和家人
来参加这个活动袁 既可以增进
亲子交流尧促进家庭和睦袁又可
以以身作则袁 引导小朋友从小
事做起袁促进文明行为的养成袁
把文明意识转化为日常生活的
自觉行动袁 做文明礼仪的践行
者和传播者遥
渊黄广文 傅 娴冤

本报讯 近期袁 东莞教
育系统野我为什么当老师冶第
五期上线袁以野寻找身边的张
桂梅袁 做把孩子放在心中的
好老师冶为主题袁聚焦不同学
段用心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普
通教师群体袁 述说他们平凡
但伟大的师者之爱袁 引导全
体教师忠诚于党的教 育事
业袁关心关爱学生袁做把孩子
放在心中的好老师遥
清溪镇各中小学尧幼儿园
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观看
了视频内容袁并在随后的在学
习讨论中表示袁 要用心去观
察袁去聆听学生的声音袁不断
提高自身的师德素养和教学
水平遥
第二小 学黄恩平 老师
表 示袁 用 爱 教 育孩 子 袁 用 真
诚的心去感化学生袁用真诚
的爱去引导学生袁成为新时
代的好老师曰金阳小学罗梦
妮老师认为袁作为教师要用
心去观察袁去聆听学生的声
音曰 大立学校谢芹老 师表
示 袁每 一 位 老 师袁 都 是 一 块
引 路石 袁 一 个 风向 标 袁 要 时

刻把孩子放在心中袁才能不
负野老师冶这个称号曰骄阳幼
儿园祝华丽老师认为袁作为
孩子启蒙者的幼儿园教师袁
更应通过言传身教袁教会他
们做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曰奥
坦幼儿园曾丽燕老师表示袁
要把孩子真正放在心中袁事
事以孩子为出发点 思考问
题并解决问题袁不断提高自
身的师德素养和教学水平袁
努力成为一个受学 生喜欢
的好老师遥
从 野 我为什么当老师冶
主题活动的第一期 到如今
第五期的学习袁 短 短几个
月袁清溪镇各学校老师们收
获颇多袁 大家都在 努力扎
根尧 沉淀 尧积 累 袁并 在 榜样 尧
领军人才的带领下袁努力践
行着人民教师最完 美的姿
态遥 接下来袁清溪镇将进一
步推进全镇师德师风建设袁
强化教师爱与责任意识袁提
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袁塑
造师德师风新形象袁继续营
造良好的师德师风氛围遥
渊夏任远 何秀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