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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培训学校推介

“华罗庚金杯数学”中招冲刺讲座
内容涵盖中考压轴题、热点题、预测题，解题方

法易掌握，资深教师授课，让你学习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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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王小柯 舒克磊

人们谈起他，都为他热爱教育事业、敬

业奋斗的精神所感动，都为他创新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的业绩所折服，都为他清

正廉洁、坚持原则的品格所敬仰。他就是

方城县拐河镇一初中校长鹿春发。

1977年，鹿春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他立志要为家乡、为国

家培育人才。从温庄小学到拐河镇中心小

学，再到拐河镇一初中，无论到哪里他都爱

岗敬业，从不懈怠。1996年到2000年的四
年多时间里，他带领老师和学生建校舍、修

操场、打深井、装餐厅，把大堆大堆的石头

搬走，把上千方的土堆挪走，没花一分钱，

白手起家，苦中求甜。1999年暑假，一位
老同学找到他，关心地说：“春发，你在拐河

干20年了吧，成绩不用说，该动一动了，挪
挪地方也在情理之中。”“拐河的青山绿水

养育了我，我这只鹿离不开青山。”人各有

志，鹿春发志在山区育桃李，再苦再难志

不移，他始终不改初心，即使多么诱人的

去处也不动心，40年始终坚守在山区教
育战线上。

鹿春发苦心建设经营拐河镇一初中，

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从建校到教学，都留

下他坚实的脚印。建校之初，从规划选

址、协商征地、招标建筑队、物料筹备、

资金供应，难题接踵而至。鹿春发暗下决

心，困难再大也不害怕。为征地，他白天

黑夜到学校所在地的东关村交流谈心，协

商洽谈；为筹资，他身先士卒，慷慨解

囊，然后动员教师自愿出资建设，闯过了

一道又一道难关。

鹿春发明白，学校管理的关键在精细、

在落实。学校制定了学习、工作、财务、

评先、晋升等各种制度，要求教师遵守

的，他率先做到。财务管理是最敏感的问

题，钱怎么花，他特别重视，自己从不随

意批条，也不沾一分一角钱。落实“两免

一补”过程中，他的同学、朋友、亲戚找

上门来，他都婉言劝解。“春发做每件事

都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走样。”这是村

民对鹿春发的评价。2015年在评选先进
时，教师们说校长当之无愧，鹿春发却

说：“活儿是大家干的，我个人只是做了

应该做的工作。”他要求教师严格按平时

考核打分数，达标当选错一分也不行，全

校教师对校长鹿春发的做法称赞有加。鹿

春发办事公平，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的

积极性。多年来，拐河镇一初中有200多人
次受到省、市级嘉奖。

鹿春发深知，质量是学校的生命。多

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课改的书籍和杂

志，结合自己的实践，写了20多万字的
心得体会。他把体会概括为“打造宜学环

境，培育勤学兴趣，营造互学气氛，创新

教学方法”四句话。为提升教学水平，他

带领老师到江苏省的洋思和山东省的杜郎

口学校及焦作的永威学校学习交流，并带

回40多本文字资料和30多张光盘，对原
来的课改办法进行完善和提炼，形成了

“七步教学法”。“七步教学法”的运用，

甩掉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一改老师

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做，学生完全处于被动

学习的局面。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

后识器。创新结硕果，拐河镇一初中的

教育教学质量多年来一直名列全县前

茅。2015年综合考评跃居全市初中 30
强，位居第24位；2016年中招考试，跨
越重点分数线的学生达140人，成绩年年
攀升。

鹿春发没日没夜操劳，挑灯夜战是常

态。身体透支使他患上了多种疾病，住院

稍有好转便又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平日

里，他一边工作一边治病，熬中药烧坏了6
个砂锅，6年吃的中药有一草篓。1999年，
他爱人患病住院，按理说他可以请假去陪

护，但他没有，他怕影响教学。

鹿春发用自己的爱心和真诚在教育战

线奋斗40年。如今他还在加倍工作，为农
村教育事业发展、为孩子健康成长继续谱

写更加辉煌的篇章。⑨7

扎根山区志不移 呕心沥血育桃李
——记方城县拐河镇一初中校长鹿春发

家长课堂

社会学家认为，父母在家庭生活中

的行为，尤其是情绪，是幼儿心理健康发

育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家庭不和谐，

会使孩子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如果父母

经常争吵或者打架，会给孩子带来严重

的心理阴影，重者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

使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敢与人接触；

轻者会使孩子变得懦弱，在遇到他人争

吵时总会躲避，甚至是惧怕，严重影响着

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因此，父母的行

为是孩子的标杆，也是孩子心理发育的

影响指针。父母应该如何为孩子创造一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呢？

要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作为成年

人，父母要学会对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判

断，是悲伤，是愤怒，还是愉悦、平静，都

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情绪。在做出判断

后，父母要懂得调整情绪，特别是在孩子

面前，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是愤怒的，要

给孩子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

要学会接纳他人的情绪。有很多父

母在孩子闹情绪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

骂孩子一顿，这样的做法不但解决不了

问题，反而会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正

确的做法应该是了解孩子闹情绪的原

因，与孩子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然后再

进一步与孩子进行沟通。将要发怒的时

候，父母可采取深呼吸的方式，让自己冷

静下来，压住心中的怒火，等自己冷静下

来后，再与孩子进行交流。

懂得发泄自己的情绪。这里所说的

发泄情绪并不是让父母把情绪带回家发

泄。由于现在社会压力、工作压力的逐

渐增大，导致人们在情绪上有很大的波

动。这就需要父母懂得怎样发泄缓解不

良的情绪。比如，可以在闲暇多接触大

自然，让大自然带给自己轻松与平静，以

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琐事。

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就会让自己所处

的环境变得安逸、舒适，会让家庭变得和

谐温馨，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才会

有一个健康的身心，也会有助于孩子的人

格发展。拥有平和心态和情绪的人，是有

智慧的人。所以，要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

不要再让你的不良情绪影响到孩子的健

康。学会培养自己的良好情绪，是对孩子

最好的教育。⑨7 （孙冰）

父母情绪
影响孩子一生

1月10日上午，在市实验幼儿园举办的亲子运动会上，600多名幼儿和家长一起演节目、做游戏，共同体验亲子运动带来的幸福
与快乐。⑨7 本报记者 孙冰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李勇夫）“教育扶

贫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绝不亚于产业

扶贫。”日前，内乡县全面发出了脱贫

攻坚第二季的动员令。该县计划在两年

内投资 13亿元，加强中小学校校舍、
内部设施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教

育扶贫全覆盖，努力实现“小学中心

化、学校建设标准化、教学手段信息

化、师资配备优质化”的目标，逐步解

决全县校点分散、学生和师资分布不均

衡等问题。

加强学校建设。内乡县委、县政府

以及各乡镇、县直部门、教育部门合谋

共举，提升办学质量、学校管理水平、

教师业务能力，把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和对教育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府工作质

量的基准。在全县精准扶贫取得第一阶

段胜利的基础上，计划在2017年至2018
年两年内，对全县完全小学以上学校的

校舍、内部设施和教育信息化进行建

设。其中，投资7.63亿元，为义务教育
段学校建设各种用房51.9万平方米；投
资1.06亿元，对义务教育段学校实验室
设备和仪器进行配备、图书室进行建

设，更新学生用床、课桌凳；投资 2.39
亿元，对义务教育段学校运动场及体育

设施进行建设；投资1.21亿元，强化义
务教育段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投资

1095万元，对高中学校校舍、内部设施
进行建设。第一批建设项目共投入 6.3
亿元，主要用于学校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信息化建设项目、操场及体育设施

建设项目、图书室建设项目。

加强师资建设。面向社会招聘优秀

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缓解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不足的压力。并面向全国高薪招聘

不少于100人的学科优秀教师，引领全
县教师成长。同时建立教师资源信息

库，随时顶替怀孕、生病等临时性请假

人员。投入 2500万元用于对全县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的奖励，人均每年 5000
元，进一步提升教师待遇和工作积极

性，稳定农村学校尤其是贫困乡村学校

教师队伍。

近年来，内乡县一直把教育作为最

大的民生工程来抓，共投资6.8亿元，加
强学校校舍建设；吸纳社会资金3亿余
元，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民办学校；投

资1.5亿元，加强学校内部设施和教育信
息化建设。目前，该县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水平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⑨7

内乡县

多措并举助力教育扶贫攻坚

伏牛苍苍，丹水泱泱。上承天时之润泽，下秉山川之恩惠，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河南福

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福森集团），十余载栉风沐雨，十余载上下求索，从单一制药

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涉及制药、新能源、食品饮料、有色金属加工、中药种植、林果产业、生态

旅游、农村金融、地产开发、通用航空、机场、教育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下辖20个子公
司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优秀民营企业、出口重点企业、省“百高企业”。

十余年来，福森集团高端定位，科学谋划，坚持“多元化”战略引领，立足“大产业构建、大

项目推进”的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借力南水北调中线源头的区位优势，大力推进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医药产业——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

司，是目前国内剂型较全、生产规模较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福森品牌”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

旅游产业——丹江大观苑景区被誉为河南省旅游业的一张珍贵名片；饮料产业——草本凉

茶“福森源”系列产品，已成为消费者健康生活的主流饮品；新能源产业——抢抓前沿技术，

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完整锂离子电池产业链的企业；通航产业——填补了南阳乃至豫

西南通用航空产业空白。

新战略引领新发展。面对新形势，福森集团乘势而为，开启多元化发展新未来，加速推

进工、农、旅三产深度融合，构建“大健康产业”战略格局，强力打造“百年福森”生态工业品

牌。满载机遇，砥砺前行。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福森集团正以全新的发展优势、全新的崛

起战略，在新的蓝图里展翅腾飞……

现根据集团战略发展需要，诚聘：

一、管理类：营销、企管、人事、行政、法律、旅游、酒店、农林果、广告策划；

二、专业类：文秘、财会、药学、中药学、农学、果树学、中草药种植、食品工程、电子商务、

通用航空机务、空管、通信导航、导游、电化学、计算机、机电维修；

三、营销类：药品、快消品、旅游、新能源、农副产品。

年龄45岁以下，具有相应学历和良好职业道德及敬业精神的有志之士均可加入团队。
优越的发展平台，广阔的晋升空间，优厚的薪酬福利，福森集团将与您齐跃千里，共创未来。累累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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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淅川县东环路福森集团总部人事劳资部

新野县上港乡初中

黑板报制作展才华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黄晓鹏）为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审美情趣，近日，新野县上港

乡初中举行了以“迎新年”为主题的黑板报评比

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

本次活动得到了全校师生的重视，14个班
级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精心选材，

细心编排黑板报，营造了师生合作的良好氛

围。评比活动中，各班的黑板报主题突出、形式

活泼、内容丰富，而且图文并茂、各具特色，充分

展现了该校学生的艺术才华。⑨7

淅川县厚坡镇一中

疏散演练近实战
本报讯 （通讯员周江锋）为进一步加强学

校安全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近

日，淅川县厚坡镇一中开展“紧急疏散”实战演

练，检验师生遇到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演练开始前，学校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拉响了校园内的警报，突如其来的警报声把师

生们震懵了，但他们迅速反应过来——这是警

报。各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双手抱头快速撤

离教学楼，有序到达操场。从拉响警报到师生

全部集合完毕，共用时2分58秒，真正达到了紧
急疏散的目的。⑨7

唐河县刘伙移民小学

古诗文默写显身手
本报讯（通讯员申付生）近日，唐河县桐河

乡刘伙移民小学举办古诗文默写大赛，弘扬祖

国传统文化，激发小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默写比赛分年级进行，参赛学生要在20分
钟内默写出尽可能多的古诗词，要求诗名、作

者、朝代和正文内容完整，无错别字，书写规

范。虽然孩子们对古诗词的背诵和书写能力非

常有限，但一个个“小诗仙”精神饱满，为班级荣

誉而奋笔疾书，快速默写出自己学过的古诗，展

示了较好的语文素养。最终，13名学生获得了
“古诗默写能手”称号。⑨7

西峡县阳城镇中心小学

艺术节活动提素养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贾冬脉）近日，西

峡县阳城镇中心小学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圆

满落幕。本届艺术节活动历时一个月，活动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营造了良好的校园艺术氛围。

艺术节期间，各年级积极参与，利用课外时

间组织节目。活动内容包括大合唱、小品、硬笔

书法、绘画、豫剧、朗诵等，涵盖文学、艺术等多个

方面，贴近校园生活，有益学生身心健康。活动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展现了学生

的艺术特长和素养。⑨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