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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百家社会组织将结对帮扶百名农村留守贫困老年人

本月底前筛选确定帮扶对象
鲁）

荆门晚报讯 （ 记者杨涛 通讯员吴愚

晚报记者昨从市民政局获悉，2019
年度“双百连心”暨百家社会组织结对帮
扶百 名 农 村 留 守 贫 困 老 年 人 活 动 已 启
动，具体对象本月底前筛选确定。
开展该活动是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要

求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重点
帮助农村留守贫困老年人解决生产、生活、
医疗、康复及精神、情感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参与活动
的单位为荣获 2017—2018 年度市属、县
(市、区)级先进社会组织及具有经济实力、

专业人才、专业队伍、专业机构、公益项目
的行业类、专业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根据安排，本月底前，市民政局筛选、审
查、 确定 100 名帮扶对象和 100 家帮扶单
位名单，7 月底前全面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活动采取“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进

行， 即一个社会组织帮扶一名农村留守贫
困老人， 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帮扶多名
贫困老人。 每个社会组织帮扶每名贫困老
人的资金不少于 1000 元。 对工作积极、成
绩突出、 影响力大的社会组织将及时进行
通报、表彰，并作为年底评先的重要依据。

市博物馆将举办庆六一陶艺体验活动
10 日，国网荆
门供电公司高新区
供电中心党员来到
位于荆门高新区·
掇刀区团林镇的陈
士榘将军故居，开
展“守正创新、担当
作为、奋勇争先、创
造一流” 主题党日
活动， 包括重温入
党誓词、 瞻仰故居
等， 还开展了岗位
特色实践， 对故居
用电线路及设备进
行检查、维护。
荆门晚报通
讯员 邓付蓉 程
思瑶 摄

陶器制作等你来体验
荆门晚报讯 （ 记者胡于梅 通讯
员郑姗姗 ）5 月 26 日，市博物馆将在
馆内举办庆六一陶艺体验活动，邀请
20 组家庭免费参加体验制陶乐趣，
报名孩子年龄要求 7 岁至 12 岁，有
兴趣的家庭请尽快报名。
此次活动内容包括参观博物馆陈
列展览，重点了解展厅内的陶瓷器；关

市残联与包联社区联学联做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
王巧妮 ）7 日，市残联机关党支部、市残

我市 82 名企业高管深圳进修结业
荆门晚报讯 （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孙
丹 ） 5 月 10 日， 荆门市 2019 年企业转型
升级暨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 82 名企业
高管顺利结业。
本次培训班在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举
行，为期一周，培训主题是企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课程涉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企业战略管理、国家
产业政策解读等。
组织企业家分批赴发达地区培训学习，
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是市委、市政府一直
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 培训课程结合我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深圳改革发展实际，深
度解码深圳特区及其产业发展历程，认真剖
析了华为、比亚迪、天安云谷智慧园、南山前
海区和国瓷永丰源转型发展经验。 同时，由

点及面， 从对我国当前经济热点的把握，到
深圳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互联网时代产业
再造与模式创新等等，既有真知灼见、深入
浅出的专题讲座，又有紧贴实际、示范引领
的现场教学，还有充满思想碰撞、答疑解惑、
取长补短的研讨交流互动。
培训班实行严格考勤和纪律管理， 成立
班委会，建立微信群，强调集中管理，确保严
明有序。 学员们服从管理，专心学习，积极撰
写心得体会，展现了我市企业家良好的风貌。

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党支部、市残疾
人就业监督管理处党支部全体党员赴
包联社区——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兴隆
街道凤凰社区开展联学联做活动。
在活动现场，全体党员缴纳党费、
重温入党誓词、参加集体学习，听取了
社区负责人关于凤凰社区新型综合社
区建设情况及企业员工之家创建情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范春香

（
）为进
一步规范会议活动， 提升会务服务水
平，近日，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相
关人员进行了会务知识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 特邀业内专家从会议
活动的常见类型、组织形式入手，围绕
会议的重要性、 组织实施会议的规范
要求、 统筹协调会议的具体做法以及
会务活动中常见问题等四个方面，通

政治：理解是关键

东宝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 田艳枫

东宝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 廖伶俐
读理解和书面 表 达 进 行 专 项 训
练， 并把重点放在解题技巧的点
拨上，引导学生了解、熟悉各个题
型的特点，强化分类练习。 练习针
对性要强，精练和泛练相结合，重
点突出。
强化考点， 查缺补漏和综合
模拟。 在第一、第二阶段的复习训
练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训练， 对所
复习的知识重新整理，查漏补缺。
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综合练习，
彻底消除学生的模糊意识， 强化
考点。 建议要求限时完成，并及时
检查答案。 对卷面中出现的问题
做好改进。 书面表达针对考试的
热点话题，背诵一些范文，模拟练
习写作。 关注做题的失分率，清楚
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况，并为综合社区建设建言献策。
当日，活动主办方还进行了创建文
明城市公益宣讲，全体党员到辖区开展
了
“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荆门烟草开展会务知识专题培训

英语：夯实基础 强化考点
距离 2019 年中考还有 1 个
多月时间， 师生都在探索提升中
考复习质量的方法。 以下浅谈中
考备考策略。
夯实基础。 第一阶段针对已
学基础知识部分已遗忘的共性，
本着“温故知新”的原则，可以按
照课程标准考查要求， 形成系统
的知识体系。 这一阶段建议做到
每天背记当天 复 习 的 单 词 或 短
语。 每周用两节课完成一个语法
项目的复习。 每天坚持一定量的
阅读训练，每周一次写作训练。
重视能力， 抓解题能力的培
养。 在这一阶段中，巩固第一阶段
的语法点。 针对题型进行强化训
练，提高对各种题型的解题能力，
对听力、单项填空、完型填空、阅

于陶器制作的 知 识 讲 座 ； 现 场 动 手
体验陶艺制作。 即日起，家长可将
小朋友的姓名、年龄、性别以及家
长的姓名、 联系电话发送至
493387729@qq.com ， 或电话报名：
0724- 2345932、18872870817（孙）。
市博物馆将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电话通
知 20 组家庭参加，报满即止。

对各位初三学子而言，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如何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建议
中考考生从三个方面备考：
记忆是基础。 大家手中都有一套复习资料或
背诵提纲， 这是老师根据教材内容和中考考试范
围集中编写的知识点，虽然比较多，还是要耐心制
订计划、逐一落实、过教材关。 如果觉得记不住，建
议大家寻找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同学互相监督
背记或让家长监督背记。记忆的内容容易遗忘，所
以要反复巩固落实。 如果大家觉得记忆比较杂
乱，那么建议大家做好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样按
图索骥，记忆就有章可循了，效果就会更好。
理解是关键。 现在中考的政治题目越来越灵
活，所以有些同学认为，背了记了也没有用。 其实
这是一种误解，中考是强调能力考查的，如果只
是机械的记忆，审题不准确，当然难以获得高分。
所以在背记的基础上要加强理解，尤其是对国家
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解，政治题目总是以材料背景

过课件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
式，为参训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参训人员表示，通过参加培训进一
步理清了关于会议活动的一些概念，明
确了会务流程中的规范化要求。下一步
将不断加强日常实践，不断提升会务服
务水平，以规范的流程、优质的服务、高
效的保障做好每一场会议的会务工作，
积极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依托， 考查学生利用知识解答实际问题的能
力，从这个角度上讲，理解至关重要，是提升能力
和获取高分的关键所在。
方法是保证。 面对中考，我们要考出自己的
真实能力与水平，就要讲究方法。 这个方法既指
学习方法，也指解题方法，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些
低级失误。 答题要做到三步走：审问法、审材料、
组织答案。 审问法要求紧扣题意，抓住关键词，问
什么就答什么，不要答非所问；审材料要求抓住
关键信息，寻找答题突破口；组织答案要求条理
清晰、字迹工整，在规定的区域内答题，使用政治
专业术语，用词准确，不写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