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

复旦大学医院排行榜发布

南阳市口腔医院上榜
近日， 复旦大学医院管

理研究所发布“2018 年度七
大区域医院专科声誉排行
榜”。 华中区域湖北、湖南、
河南三省共有 17 家医院上
榜， 南阳市口腔医院名列其
中获“2018 年度华中区专科
声誉排行榜提名医院”。

据了解， 复旦大学医院
排行榜是目前国内公认最权
威、 最受行业重视的医院排
行榜， 榜单为全国老百姓看
病就医提供了权威参考。 我
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是
河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

所开展的颌面部恶性肿瘤颌
颈联合根治吻合小血管游离
皮瓣移植再造修复术、 颌骨
畸形正颌外科手术等技术项
目省内领先；开展的“微笑列
车” 唇腭裂免费修复慈善项
目走在全国前列， 已为来自
全国各地的 23000 余例唇腭
裂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

市口腔医院院长刘中寅
说, 作为地市级口腔专科医
院, 能够与华中地区技术实
力雄厚的三甲医院同时获得
“2018 年度区域医院专科声
誉排行榜” 华中地区口腔专

科提名， 体现了国内同行和
人民群众对我市口腔医院医
教研及医疗服务的认可。 医
院将以此次排行榜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和科学
研究，夯实专业发展基础，增
强医院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
力，不断强化“南阳口腔”的品
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继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百姓
提供更好的口腔健康医疗服
务，为推进“健康南阳”、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增进人民
口腔健康贡献力量。

（徐清立 高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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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始建于 1970 年，至今有近 50 年历史。 坐落于中州西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南阳油田社区。 徜徉在冬日的校园，但见月季花迎风怒放，
翠竹亭亭玉立；青青芳草与玉兰香樟相映成趣，啾啾鸟鸣与琅琅书声相得益彰。 近半个世纪以来，她静水流深，薪火相传，满载着莘莘学子，跟随着时代的律
动，砥砺奋进，学海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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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办人民满意教育
走进油田二中，学生风

采栏、文化长廊、名人名言
宣传画“努力拼搏，报效祖
国” 等宣传标语随时映入
眼帘， 校园广播定时播放
红色爱国歌曲， 浓浓的校
园文化扑面而来。

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是
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义务教
育学校。 现有 ２７个教学班，
学生 1400多人。 长期以来，
油田二中始终坚持以“办人
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为孩子

一生幸福着想， 用爱和责任
提升学生的幸福指数， 尊重
规律，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

以薛付谦为校长的学
校领导班子重实干、 善创
新，走“人性化管理、集体
决策、 阳光操作、 安全运
行”的办学路子，加大对骨
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的培养
力度，形成了一套完善、科
学、 规范、 系统的管理制
度， 培养了一支敬业、爱

生、 严谨、 笃学的师资队
伍， 造就了一个勤学、善
思、 阳光、 向上的学生群
体。 学校党总支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
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创
造性地开展“党建+”活动。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 组织党员先
后到彭雪风纪念馆、 桐柏
英雄纪念馆等地感受红色
基因， 使广大党员的心灵
受到深刻的洗礼。

精耕细作，俯首甘为孺子牛
饮其流者思其源，学其

成者怀其师。油田二中现有
教职工 81 人，高级教师 25
人，中级教师 28 人。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 69 人， 研究
生 3 人，学历达标率 100%。
省级骨干教师 4 人，市学科
带头人 2 人， 市骨干教师
11 人。

学校坚持把师德师风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
工程，多次举办“道德大讲
堂”、师德师风培训、先进事
迹报告会和“传帮带拜师
会”等活动，先后涌现出南

阳市最美教师陈新伟、南阳
市优秀教师石瑞瑞和郑本
玉、南阳市师德先进个人郭
健、教育中心模范共产党员
郭建中等一批先进典型。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
命线，教研课改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基石。 学校坚持教
育、科研双轮驱动，教研优
先的发展理念，注重学生主
体作用发挥，通过构建“三·
六”教学模式，打造自主高
效课堂；通过打造富有活力
的社团，发展特色教育。 积
极探索项目化学习，促进多

学科课程融合。一小时阳光
体育，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
课； 快乐足球理念深入人
心，培养出了“河南省十大
足球小明星”等一大批足球
爱好者。机器人社团佳绩频
传，在河南省历届机器人大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019
年被评为“河南省十佳机器
人学校”， 多人获省级一等
奖。学生多人次在南阳市经
典诵读活动中取得优异成
绩。《普通话教程》、《南阳文
化名人》等校本教材分获南
阳市科研成果一、二等奖。

栉风沐雨，雨润桃李硕果丰
五十年栉风沐雨勤耕耘，五

十载如歌岁月写华章。 50 年来，
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全体师生戮
力同心，一路前行，用“忠诚、信
仰、责任、担当”谱写了一曲曲壮
丽凯歌。学校被授予“全国足球特
色学校”，河南省“未成年思想教
育先进单位”，“河南省十佳机器
人学校”， 南阳市“文明单位”，
南阳市卫生先进单位， 南阳市安
全工作先进单位， 油田教育中心
先进基层党组织、管理先进学校、
质量优胜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单位、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多
项荣誉。

“今后， 油田二中将继续坚持
以质量求生存、 以教研促发展、以
创新铸特色、以特色创名校的办学
理念，精心构建文明校园、平安校
园、和谐校园、绿色校园、人文校
园， 努力把油田二中办成师生舒
心、家长放心、人民顺心的乐园。 ”
校长薛付谦信心满怀地说。

昨天筚路褴缕，风雨兼程；明
天春风惠我，浩歌依然。把学校建
设成为南阳一流、 区域知名的特
色品牌学校是油田二中人矢志不
渝的追求。谁持彩练当空舞？请看
今朝二中人！

（徐清立 郑本玉 陈新伟）

走进文明校园———南阳市油田第二中学

栉风沐雨育桃李 学海扬帆写新篇

汲滩志愿服务队

敬老院里献爱心
日前， 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

会汲滩镇志愿服务队携手南阳市
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志愿
者， 先后走进邓州市汲滩镇光荣
敬老院和魏庄村养老中心， 开展
了两场“关爱老人、呵护心灵”的
志愿服务活动。 汲滩镇副镇长张
舵等一同参加了该活动。

志愿者们首先把带来的蔬
菜、衣服等慰问品分发给老人们，
接着为老人们表演了歌曲、 舞蹈
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演出结束后，
志愿者们走进老人中间， 分组对
老人们进行心灵呵护和爱的陪
伴，用爱来温暖老人们的心。

“我们之所以加入心灵呵护
这个公益项目， 为的就是通过一
系列陪伴和关爱活动， 进行爱与
能量的传递， 减轻老人身体和精
神痛苦，维护其生命尊严，提高生
命质量。 ”南阳市十方缘老人心灵
呵护中心汲滩镇义工服务队队
长、 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汲滩
志愿服务队队长、 元庄小天鹅艺
校校长王艳丽说，“接下来， 我们
将通过扩大团队、强化培训，打造
出一支专业化的服务队伍， 为更
多的老人提供各种生命关爱志愿
服务， 努力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如
春般的呵护。 ” （陈小果）

心向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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