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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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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资讯

记者感悟 教育视点

捕捉热点 聚焦乱象

13903770667

近日，南阳市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工作研究与指导中心在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成立，

中心主任由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校长李俊伟担任，该中心的成立对进一步提高中职学校

班主任队伍建设水平，提供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⑨7 扈书峰 谢康 摄

近日，市十二中组织学生参观南阳革命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革命光辉历程 ⑨7
本报记者 张罡 通讯员 晁玉贵 摄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梧桐茂兮，凤凰来栖。日前，市二十

二中迎来了两拨客人，一拨是新乡市十中

30名学校领导和骨干教师，另一拨是18
名海南省邢益育中学语文卓越教师工作室

相关负责人和海南省各地市教学一线的省

级骨干教师。两拨客人分别到市二十二中

研修、交流。二十二中美丽整洁的校园、

设施完善的各类功能教室和学校细致入

微、科学有效的日常管理以及教师尽责敬

业、诲人不倦的工作作风都给两地同行留

下了深刻印象。研修、交流期间，新乡市

十中与市二十二中签署了友好学校合作协

议，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在实现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和跨区域名校联合等方面进

行深度合作。

市二十二中是南阳市首批命名的示范

性初中，学校坚持“以人为本、重德启

智、务实创新、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和

办学理念，把“教会学生做人，教会学生

做事，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生存”的

教育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多年来，市二十二

中的教育教学工作、学校管理工作逐年取

得新进展，学校每年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全

市名列前茅，引起省内外兄弟学校的大量

关注，学校每年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研

修、交流团队。

“通过这两节课，我们深切体会到老

师在备课精细度上所做的大量工作，同

时，不管是诗词鉴赏课还是图文转换

课，课堂上的师生互动都十分到位，尤

其是在复习阶段更为难得，这些都是我

们要学习的。”此次前来研修、学习的海

南同行在听完两节语文课后，大家对市

二十二中教师的精细备课和课堂把控情

况大加赞赏。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二十二中

语文教研组相关负责人向海南同行介绍

了学校在语文教学中树立大语文观、全

面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广泛开展课外阅

读、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等教育教学开展情况。学校的课前三分

钟演讲、名著教学进课堂、传统文化专

题课等教学特色让大家很感兴趣，探究

式阅读教学等教学模式也深受海南同行

赞赏。带队老师邢益育表示，市二十二

中领导和教师热情主动，毫无保留，让

海南同行在交流中有新感悟，在参观中

受到感染，为教师专业素养的持续提升

提供了良好积淀。

新乡市十中教师在市二十二中观摩了

九年级的早读，听取德育处、教务处等相

关负责人介绍二十二中的教育教学管理经

验，分学科进行了听课学习及交流，参观

了学校的各类功能室等先进教学设施和教

学装备。两校负责人和广大教师就各自在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先进经验、先进做法

进行了热切的交流和探讨，借鉴彼此教育

教学经验，对两校的教育教学及管理提出

了新的见解与建议。新乡市十中校长孙玉

美表示，这次南阳之行让十中教师受益匪

浅，回到新乡后将进一步开展学习、分

享、交流活动，让更多的教师学以致用，

且思、且行、且悟，不断拓宽教学视野，

丰富理论内涵，促进专业发展，让阳光育

人、多元发展的育人理念在和谐课堂、高

效课堂的打造中生根、开花、结果。与此

同时，两校结为友好学校，既拉近了名校

间的距离，又为下一步两校开展深度合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⑨7

市二十二中

名校名师名远扬 强强联手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屈连文 陈文卉）

春光明媚好健身。近日，市十四小的校

园内雄浑有力的口号声响彻校园，宽阔

的操场上，千余名学生组成武术方阵，

以排山倒海、气贯长虹的武术展演接受

省武术协会的验收指导。

在鲜艳的红地毯上，市十四小的武

术健将们身穿红、黄战袍，脚穿白鞋，

手握兵器，闪亮登场，他们配合默契，

动作潇洒，一招一式尽显武术风采。小

武将们时而握拳而立，时而伸掌出拳，

动若飞龙，疾若闪电；舞剑表演静若伏

虎，缓若游云；齐眉长棍交替变化，出

奇制胜，精彩的武术操表演给验收组留

下深刻的印象。

多年来，市十四小通过丰富多彩的

校园武术活动，打造了精彩纷呈的武术文

化。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市十四小把武

术作为校本课程列入课程计划，把开展武

术活动作为办学特色，学生已掌握了健身

方法、武术基本功和《中国武术段位制系

列教程》趣味武术前三段以及长拳一段的

基本套路，并会做《雏鹰展翅》和《太极操》

两套武术健身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该校的武术特色

教育已步入规范，走向成熟，多名学生已

在省、市武术大赛中获得殊荣。⑨7

市十四小

传承武术精粹 打造特色学校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河南理工大学

设在开元国际学校的硕士研究生实习基

地日前举行揭牌仪式，确定开元国际学校

为河南理工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

究生实习基地。

本着“人本教育，激励第一”的原则，

开元国际学校一直坚持传递教育前沿理

念，为每个孩子的精彩人生奠基，面向未

来，与世界同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人才。学校充分发挥教育教学优势，

与国际接轨，多元化办学、多元化发展，为

学生创造多渠道成长、多途径成才的平

台，坚持每年举办学生出国交流活动、师

生互访活动，让学生走向世界，把世界请

进校园。河南理工大学历来十分重视学

生的社会实践教育活动，努力协调各方社

会资源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在筹备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习基地的过程

中，开元国际学校进入河南理工大学视

野。在双方的充分对接、交流中，两校领

导和老师积极推动、认真筹划，最终促成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习基地落户

开元国际学校。

眼下，开元国际学校已接收第一批河

南理工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实习生，为

实习生体验教育教学、开展教学实践搭

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两校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实习基地的稳步运行，河

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能

力将持续提升，开元国际学校也会陆续

注入新鲜血液，双方的合作项目会更加

深入，合作形式会更加丰富，合作成果也

必将日益丰硕。⑨7

搭建实践平台 促进教育合作
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实习基地落户开元国际学校

家长必读

□孙冰

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总爱拖拉，把该

做的事情尽量往后拖，懒散、低效、耗

时。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学里，出现

这种情况很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排

斥，长此以往，还会弱化孩子的自信

心，严重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因此家

长应及早纠正孩子“爱拖拉”的习惯。

教孩子制订学习计划。计划就像路

线图，没有路线图的人，会在前进的道

路上随意停歇，难以按时达到目标。制

订的计划越具体越好，例如今天必须背

诵 10个单词，或者必须完成某科作业
等。然后，家长对孩子完成计划的情况

进行监督。

教孩子时间管理的方法。这里可以

采用“小闹钟”的方法，也就是用闹钟

督促孩子做作业。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

的作业量和做作业的效率，帮孩子估算

出做作业需要的时间，和孩子商量出一

个明确的时间期限，然后让孩子在写作

业之前上闹钟，让闹钟在规定时间的10
分钟前响起。闹钟的响声，可以替代家

长的唠叨，成为对孩子最好的催促。逐

渐家长就可以放手让孩子自己按任务定

时间，孩子在自己给自己定闹钟的过程

中，学习就会慢慢自觉起来。

培养孩子坚持不懈的精神。例如可

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简单的体育活

动，比如做俯卧撑、举哑铃等，以做10
个为起点，每天增加1个，坚持1个月，
然后保持或适时增加。通过培养孩子坚

持不懈的精神，激励孩子改变拖拉的毛

病。累累累5

孩子做事拖拉早纠正

一招一式尽显武术风采 本报记者 孙冰 摄

□孙冰

“为何我们在孩子身上花费如此多

的时间和精力，孩子还是不听话，难以管

教。”生活中，很多家长埋怨现在的孩子

越来越任性，不听管教。其实，家长们应

该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反省”自己

是否有不当的教育观念和方法。

由于现在的家长更加重视教育，望

子成龙心切，孩子在家中的位置也越来

越高。这样一来，家庭越是以孩子为中

心，孩子就越以自我为中心，难以管教。

建议家长可以适当“忽略”孩子，比

如，多理顺夫妻关系，这样对孩子也自然

充满爱心，整个家庭感情融洽，孩子也能

在一个优越的环境里成长。

还有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言行不

一。比如在帮孩子整理东西时大发牢

骚：“这么大了，书包都要我帮你收拾，以

后自己做。”但到了下次，仍然帮孩子整

理书包，说到却不能做到，孩子怎能听从

教导。许多家长不让孩子做家务事，他

们在重视孩子学习的同时，忽视了一个

原则：孩子是家庭的成员，应该尽义务。

现在的孩子责任感不强，和家长也有一

定的关系。

在这里，建议家长言行要一致，除了

答应孩子的事情要守诺言外，自己的言

行也要达到一致。要求孩子做的事情，

家长首先要做到，为孩子树立一个榜

样。此外，家长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完成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做家务，不仅能

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增强他们的责任

感，而且能让他们体会到父母的辛苦。

生活中，还有一些家长总爱拿自己

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这样容

易挫伤孩子的自信心。比如孩子经过很

大的努力将成绩提高到80多分，回家后
却受到家长的打击：“高兴什么，班上有

很多学生都考了90多分。”这样做，不仅
打击了孩子的自信，也减弱了他们的学

习动力，对孩子今后的成长不利。

作为家长，不要用一把尺子量孩子，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地

方，客观看待他们的优缺点，只要孩子在

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就应鼓励。这

样，孩子才会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健康

成长。累累累5

市六小

缅怀先烈文明祭
本报讯 （记者孙冰 通讯员郭鹏 米宛华）

清明节前夕，市六小400余名师生到南阳革命纪
念馆，开展“祭扫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主题

活动。

活动中，学生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

圈，广大师生表达了对烈士的崇敬与怀念，并表

示，将继承先烈们的遗志，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奋

勇向前，为祖国的强大和社会的和谐作出应有

的贡献。通过此次文明祭扫活动，拉近了孩子

们与清明传统节日的距离，让孩子们进一步理

解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爱自己的

生命，学会感恩和尊敬长辈。累累累5

市七小

“魅力家长”进课堂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杜建伟 陈俊

华）四月芳菲季，市第七小学的校园里多了一批

特殊的老师——“魅力家长”。

近期，市第七小学连续开展了三期“‘魅力

家长’进课堂”活动，来自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

职业的50名家长带着“绝活”走上讲台，把各自
宝贵的人生经历、特长和丰富的社会智慧传授

给学生，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使学生学到了很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教育模式的创新，不

仅有效增强了家长与学校的联系，也为学校日

常教育活动注入全新的活力。⑨7

内乡县赤眉镇一初中

“防溺”教育不松懈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黄书锋）近

日，内乡县赤眉镇一初中通过组织全校学生观

看《新闻大求真》电视节目，对学生进行防溺水

安全教育。

该节目有现场演示、情境模拟警示、专业

人员解说等，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了什

么是溺水、溺水事故的正确施救方式、救生原

则和施救方法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各班班主

任运用教室多媒体一体机一边播放，一边结合

新闻内容进行举例、示范，加深学生对防溺水

安全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活动的开展使学生

们掌握了自护自救知识，提高了安全意识和应

急能力。⑨7

新野县施庵镇二小

网络赛课助提高
本报讯 （记者孙冰 通讯员邓进林 费增

阳）近日，新野县施庵镇二小召开全校网络优质

课赛课活动总结会，并对获奖的12位教师进行
了表彰和奖励。

组织全校网络优质课赛课活动，是该校为

提高全校教师熟练运用多媒体一体机进行网络

教学能力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三周的赛课活动

中，全校44位参赛教师认真备课，精心制作课
件，并在课堂上充分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灵活

运用多种教法，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

能力。课堂上，参赛教师教态自然，师生互动到

位，课堂气氛热烈，教学效果显著。赛课活动也

为下一步学校教研指明了方向。累累累5

淅川县三小

铭记历史常感恩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吴明辉）清明时

节雨纷纷,一束鲜花祭故人。清明节前夕，淅川
县第三小学在县烈士陵园举行“清明祭英烈”主

题活动和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号召大家铭记

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学会感恩，争当美德少年。

活动现场，1000余名师生齐诵《少年中国
说》，激昂振奋的诵读，将活动推向高潮。据悉，

清明节前后，淅川县三小相继开展了缅怀先烈

征文、清明祭英烈手抄报等活动，并利用班级多

媒体在网上为烈士献花、留言寄语。一系列纪

念活动的持续开展，旨在引导学生缅怀先辈、铭

记历史、学会感恩，继承先烈遗志，珍惜今天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鼓励大家把个人理想融入

实现中国梦的共同奋斗中，为建设和谐秀美的

新淅川而努力学习。累累累5

孩子难管教
家长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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