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工学子 厉行节约
日前，南阳理工学院秋季开学之际，一场“节约粮食 杜绝浪费”宣传月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图为活动启动现场②8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员 张留哲 摄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走进邓州市构林镇沈马岗小学

快乐操场 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婵） 绵延

秋雨阻挡不住体彩如火的公益
热情，10 月 15 日，“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活动走进邓州市构
林镇沈马岗小学， 体彩南阳分
中心为该校捐赠了价值 1.5 万
元的体育器材。 在瑟瑟秋雨中，
沈马岗小学全体师生的心却是
热腾腾的。

当日 10 时许， 体彩南阳分
中心工作人员搬着乒乓球台、足
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一出现在
校园，校园就沸腾起来了，每个
孩子都很兴奋。沈马岗小学校长
范青海介绍， 该小学师生较少，
学校硬件设施条件差，体育器材
少，体彩南阳分中心捐赠的这些
器材将改变该校体育器材匮乏

的现状，使孩子们的体育活动更
加丰富多彩。 他表示，全校师生
将会珍惜、管理好、使用好这批
体育器材， 加强学生体育锻炼，
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体魄。

体彩南阳分中心副主任王长
献介绍，“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
活动是中国体育彩票在全国范围
内推出的一项品牌公益活动，通
过向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体育用
品及物资， 给体育基础设施落后
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体育彩票的关
爱。 今年，南阳市共有 2所小学有
幸获得捐助， 分别是邓州市构林
镇沈马岗小学， 桐柏县城关镇第
五中心小学。 截至目前，南阳共有
27所小学获得“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公益活动的捐助。 希望同学们

在“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的陪伴
下能够好好学习，更加快乐、健康
地成长， 早日成为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栋梁之材。

据了解，2000 年以来， 我市
已累计销售体育彩票 70 多亿
元，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 21 亿多
元，在积极推动“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公益活动在我省落地生
根的同时，省体彩中心还使用发
行费陆续开展了资助贫困儿童、
捐助地震灾区、 支援抗旱救灾、
捐助贫困大学生“新长城助学基
金”、 资助郑开国际马拉松和大
型体育赛事、支持我省奥运健儿
和全运健儿备战等公益活动，努
力践行行业社会责任，向社会传
递体育彩票的履职担当。 ②8

中国惯性技术学会 2020 年科技工作者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专家建言献策 助力南阳跨越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青）10月 15

日，中国惯性技术学会 2020年科
技工作者研讨会在我市开幕。 中
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 中国惯性
技术学会副理事长赵坤、姜福灏，
省科协副主席邓洪军， 市委副书
记曾垂瑞出席开幕式。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惯性技术
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南阳
市人民政府主办， 主题为惯性传
感器技术与应用， 旨在通过梳理
惯性传感器及系统技术的发展现
状、关键技术和发展方向，推动我
国惯性技术跨越式发展。

赵坤在致辞中说， 中国惯性
技术学会自 1987年成立以来，通

过开展各类学术交流实现科技资
源共享， 为推动我国惯性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 培养惯性技术领域
人才成长，起到促进和推进作用。
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 能够加强
各方的联系与合作， 激发创新灵
感，迸发学术火花，共同引领行业
创新发展。

曾垂瑞在致辞中说，我们将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主动加强与
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的联系，积极
推动惯性技术成果落地，为“会
市合作”提供最优质服务。 也诚
请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为南阳科
技事业把脉问诊、 传经送宝，为
南阳转型跨越建言献策、牵线搭

桥， 为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市、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增添新活
力、注入新动力。

会议现场， 中国惯性技术学
会举行了 2020 年度科技创新奖
励颁奖典礼， 表彰了今年科技创
新奖励的 7个项目， 其中科技进
步一等奖 2项、 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

会议还邀请了冯培德、 禹春
梅、胡军等专家作大会特邀报告，
通过讲授惯导系统发展趋势、惯
性技术在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
自适应预测制导方法与导航支持
技术等知识， 为未来的科研工作
指明了方向。 ②8

市生态环境局

倾力服务企业
本报讯 （记者 陈书

洁）日前，市生态环境局举
办第六次企业服务主题月
活动，邀请 31 家核技术利
用和危险废物产生经营重
点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交
流，倾听意见建议，帮助解
疑释惑，助力绿色发展。

活动中，该局辐射科、
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负责人
分别宣讲了辐射和固废相
关的政策法规。 在随后的
互动答疑环节， 针对企业
代表提出的新固废法宣
贯、固废收集流程不明确、

辐射安全监测、 企业环保
专干监测、 化验指导培训
等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科室单位负责人进行了
现场解答， 并提供办公电
话， 方便企业代表的进一
步咨询沟通。

下一步， 全市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将强化监管，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把服
务融入日常监管中， 使服
务常态化、 制度化、 规范
化， 以安全保障优化经济
发展， 以优质服务支持经
济发展。 ②8

市二中

师徒结对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雪）

为扎实推进新学年“拜师
结对工程”，日前，南阳市
第二中学校在中关村校
区举行了 2020 年新入职
教师拜师结对仪式，全校
百余名新老教师参加了
此次活动。

敬教劝学， 是兴校之
基； 拜师结对， 乃强校之
本。 市二中历来重视青年
教师的成长和进步， 一直
弘扬和践行尊师重傅的优
良传统。 在当天的结对仪
式上， 新老教师签订了拜
师结对协议书。 他们签下

的不仅仅是一份承诺书，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
担当。

市二中校长李喜明向
师徒们提出了明确要求；
新教师要以“四有教师”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虚
心请教学习的同时刻苦钻
研， 逐步开创属于自己的
教学风格和特色，做到“三
年站稳讲台， 六年成为骨
干”； 老教师要充分发挥

“传、帮、带”的指导引领作
用， 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使学校“拜师结对”早
结硕果。 ②8

市三中王堂校区

提升学生素养
本报讯 （记者 王雪

通讯员 邵大景）为着力打
造市三中王堂校区“综合
提升学生素养共同体”，近
日， 市三中王堂校区广播
站广纳学生主持人、 编辑
等，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和
多元化成长。

在该校教育科研中心
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下，在
全体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
积极配合努力下， 招募工
作顺利进行。 通过激烈的
海选、初赛、复赛和最终的
决赛，学生向玉洁、石嘉等
60 多名节目主持人、栏目
编辑和机务人员脱颖而
出。 在学校青春飞扬广播

站老师的指导下， 广播站
成员们积极投入到工作
中，寻找资源、录制音频、
练习朗读、 讨论流程……
一切都有模有样地开展起
来。 智慧的火花不时地带
着惊喜铺展开来。看！学校
广播站的 logo 很快也由学
生自主设计出来了。

此次广播站的招募
活动， 既培养了学生的创
新实践能力， 也提升了学
生的综合素养， 使他们感
受到大语文特色课程的魅
力。 广播站的顺利运行必
将引导三中王堂校区全体
学生向上向善、 阳光自主
地成长。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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