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由市体育局主
办、市摔跤运动协会协办的
2019 年摔跤教练员培训班
在市体育运动学校开班，共
有 72 名学员参加此次培
训。 图为培训现场⑤2

本报记者 高超 摄

摔跤培训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特约记者 屈连文）3 月 14
日， 卧龙区教体局分别在
市十一中教育集团初中部
（石桥校区）和市四小教育
集团南校区（潦河镇新集
小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
卧龙教育具有里程碑式
意义的大事，标志着该区
依托优质学校走集团化
办学的探索和实践向纵
深发展，集团化规模达到
了 9 个。

新组建的市十一中学
教育集团， 将以石桥二初
中和十一中附属初中为主
体，将潦河坡、龙王沟、石
桥 3 个乡镇的初三年级集
中到十一中石桥校区就
读，统一教育教学管理。市

十一中前身为南阳县四
中，创办于 1952 年，目前
一校两址（独山校区高中
部、 石桥校区初中部），占
地面积 140 余亩， 在校学
生 3000 余人。历经几代人
努力工作， 为社会培养了
一批批高素质人才。目前，
已有 2 万名校友活跃在祖
国的各条战线上， 其中不
乏党和国家的栋梁和才
俊，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
献，为母校赢得了荣耀。

市第十一中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焦中杰表示，将
团结和带领全体师生开拓
进取， 不辱使命， 不负众
望， 砥砺前行， 确保初中
部、高中部高位走强、强势
提质。 助力卧龙教育实现

快速、全面的发展，为建设
首善之区、 美丽卧龙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组建的四小教育集
团， 将潦河镇第三中心小
学（新集小学）并入集团管
理，成为集团南校区。总校
位于中心城区红庙路，原
是一所村办小学。近年来，
在卧龙区教体局党组的领
导下下， 该校以“尊重多
元，张扬个性，发展学生强
势智慧”为办学理念，大力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擦亮
“经典诵读”“三段三线”
作文教学这两张名片，着
力培养具有人文底蕴、科
学精神、 实践创新的新时
代少年。教师学深为师，品
正为范；学生乐学上进，品

德优良； 教学质量名列全
区前茅， 在社会上赢得了
广泛赞誉。

近年来， 卧龙区教体
局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
展，提升全区教育水平，在
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
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创
新。 该局先后实施了“50
所区域性中心小学”、“委
托管理”改革，组建了南
阳市实验幼儿园、南阳市
九中、南阳市八中等 7 个
名校教育集团。 这一举措
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在
全区的覆盖，促进了全区
优质教育均衡发展，得到
社会的高度认可，并得到
了市政府和社会的高度
评价。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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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集团化办学再添新军

市十一中、市四小教育集团揭牌

市二十五小

足球“嘉年华”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胡剑）3 月 13

日，南阳市第二十五小学首届足球“嘉年华”
活动启动。 该校首届足球“嘉年华”活动为期
两个月，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是以足球为主题
的趣味游戏，第二期让小足球队员近距离感受
专业的足球训练、足球比赛、足球礼仪，第三
期开展校内班级足球联赛。

当日，在该校举行的首届足球“嘉年华”第
一期活动中，来自市体校男子足球队的足球队
员给孩子们讲解了足球的游戏规则、示范动作
要领，并带领大家进行专业的热身训练。

该校以校园足球“嘉年华”为抓手，在学校
逐步开展低、中、高不同年级不同层面的足球
活动，促进学生、教师、家长等全方位互动，培
养学生足球兴趣爱好， 训练学生足球技能，为
学校足球队提供后备人选。 ⑤2

今晚 我市集中供热将拉闸停暖
热力公司提醒：关闭进水、回水阀门很重要

本报讯（记者 王勇）
3 月 15 日 24 时， 我市将
停止 2018 年至 2019 年采
暖期的集中供热。 停暖后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南阳
热力公司提醒用户， 为防
止影响暖气系统来年的使
用， 要从管道接头有无松
动等五个方面做好检查。

检查管道接头有无松
动或漏水 。 因为热胀冷
缩，供暖停止后，个别暖
气管道及接头可能会出
现漏水 ， 如出现漏水现
象，应请专业人员维修处
理；进水、回水阀门全部
调至关闭状态。 供暖停止

后，及时关闭自家暖气的
进、回水阀门，以防小区
试水、试压时发生泄漏现
象； 保留暖气片和管道
内的水。 停暖后，暖气片
和管道中的水不要放掉，
因为暖气片和管道中的
水是经过防腐处理的软
化水，可有效隔绝空气对
暖气片和管道的腐蚀，可
以延长暖气片和管道的
使用寿命；地热采暖需做
保养。 因管道结垢影响供
热的用户， 可以找专业人
员对家中的供暖管道进行
清洗，保证管道过水顺畅、
散热正常。 地热用户可以

拆开分水器上的除污器，
清洗滤网。 必要时可请专
业人士对地热管道进行全
面清洗； 不要私自拆卸改
装供暖设施。 如果要对房
屋进行装修， 最好不要随
意变更原先设计的供热管
网结构和布局， 暖气片更
换最好按平等数目进行更
换， 并且不要对暖气有任
何遮罩， 否则会严重影响
来年供暖季采暖。

市民徐先生表示，停
止供热后关闭进水、 回水
阀门可以只关闭室外的，
室内的可以不用关闭。 对
于这种说法， 记者拨打了

南阳热力公司客服热线进
行咨询。

该公司客服人员表
示，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不
管室内或室外的进水、回
水阀门关闭后， 都可以阻
止管道内的水流动。 因为
室外的阀门有可能被孩子
触动，如果家里经常无人，
最好把室内的进水、 回水
阀门也关闭， 以免因管道
泄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该客服人员提醒， 对于家
中长期无人的住户，可拨打
客服热线 60182222请求帮
助， 有工人上门关闭闭锁
阀，这样更安全。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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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活动特色学校

市第十六小学上榜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刘学国）

近日，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共同主
办的河南省科技活动特色学校评选命名工
作圆满结束。 全省 40 所学校被评为“2019 至
2010 年度河南省科技活动特色学校”， 我市
第十六小学名列其中。

市第十六小学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为
孩子幸福奠基”办学理念，聚焦“快乐学习、
幸福成长”幸福教育核心内函，着力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倾力打造
科技育特色名片。

该校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科学体验调查
活动优秀活动示范学校、河南省中小学创客教
育示范校、南阳市科普教育基地等国家、省、市
多项荣誉称号； 有 22 项实用新型专利顺利通
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10 余项科技活动方
案荣获省级一、二等奖；近 2000 名学生分别
在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第十
五届国际机器人挑战赛、 河南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 河南省首届知识产权创意大赛等
多项大赛中分获一、二、三等奖。 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