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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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资讯

市实验幼儿园全体教师和幼儿向身患重病的卧龙区蒲山镇蒲山村村民戈东捐款15775元，并将爱心善款送到患者家中，以
解这个困难家庭的燃眉之急，同时教育孩子学会关心、帮助他人累累累5 本报记者 孙冰 摄

本报讯（记者扈书峰 孟新生 通讯员

陈雨竹 曾瑶琪）4月11日至12日，由北
京师范大学国内合作办公室主办，内乡县

教体局、内乡县第四小学共同承办的现代

品质学校建设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发展

一体化建设”项目现场会在内乡县举行。

来自北师大的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北师大

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附校校长等北师大

合作区域的相关负责人和基础教育工作

者以及内乡县中小学代表等800余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

近年来，内乡县委、县政府对现代

品质学校建设高度重视，借助国家扶贫

政策和与北师大的区域合作，学习先进

教育理念，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着力全

面改善教育基础条件，打造教育高地。

内乡县第四小学、内乡县第六小学、内

乡县实验初中、内乡县赤眉镇初中被授

予“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发展一体化建设

项目示范校”荣誉称号。

随后，内乡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重点

介绍了该县在教育改革、学校建设、区域

合作方面所做的尝试，分享了与北师大合

作以“139模式”打造名校长、名教师、
名班主任和优秀学生的经验。内乡县第四

小学校长王军晓介绍了该校作为一所农村

小学在课程重构、成才教育、品质学校方

面取得的成绩，并坚持始终将为农村孩子

们提供优质教育作为目标。

学校发展一体化建设项目是北京师

范大学开展的校地教育合作项目，旨在

通过有效整合北师大及其附属学校的优

质资源，将合作区域的特色学校建设、

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名师培养 （名师工

作室建设） 和名班主任培养整合成一

体，形成“四点入位、全员一体”的项

目模型，使项目实验校不但在内涵上得

到提升和发展，而且通过名校长、名教

师、名班主任等向学区、集团、区域辐

射，从而发挥学校在当地教育的示范引

领作用，实现教育公平，促进教育高位

均衡发展。⑨7

内乡县牵手北师大

推进学校整体建设 着力打造教育高地

关注中高招 教育视点

本报记者 孟新生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在明媚春光里，“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

计划南阳共同体学校首届联合教研活

动——“一科多模”主题研讨会在市十五

小拉开帷幕。南阳市 18所“中国好老
师”公益行动计划基地校、邓州市各小

学、学校管理一体化协作单位共50多所
学校参加本次联合教研活动。为期两天的

活动，云集近千名学校负责人、教育专家

和老师代表，大家广泛听取各年级的不同

课型后，围绕“课程改革、课堂改革、评

价改革”畅所欲言，结合自身实际汲取课

改经验。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由中国

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起，是

一个以提升师德素养为核心的全国大型行

动计划。该计划将以全国师范院校为依

托、联动社会各界力量，面向全国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提升千万教师的综合素质尤

其是师德素养，促进亿万儿童、青少年健

康成长。“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今

年2月7日在南阳启动，18所基地校接受
授牌。同时，市十五小作为唯一一所市级

基地学校，牵头组织成立南阳市“中国好

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学校共同体。行动计

划将重点解决“重智育、轻德育，重教

书、轻育人”等问题，指导和协助参与学

校搭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学校共同

体，促进不同学校之间优势互补、互助共

赢，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

家”的良好教育生态系统。

4月11日～12日，“中国好老师”公
益行动计划南阳共同体学校首届联合教研

活动在市十五小圆满举办。为期两天的

“一科多模”主题研讨会分课改介绍、课

堂展示和研讨交流三个环节。每位教师上

完课后都和与会老师交流课堂设计思路。

课后，市十五小以教研组为单位，听课的

老师们以学校为单位围绕低、中、高年级

展示的不同课型进行梳理总结，派代表交

流，大家畅所欲言、分享讨论。研讨环节

气氛热烈，大家各抒己见、大胆质疑，成

为本次活动最精彩的环节。本次研讨活动

不仅展示了市十五小教师极高的专业素

养，更展示了市十五小学生极强的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自主、

合作、探究的能力。展示课是对近年来市

十五小课改经验的最佳诠释，为与会的老

师们分享了扎实、高效的教学模式。市教

研室和卧龙区教研室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活

动给予高度评价。

研讨会期间，与会老师利用活动开始

前和结束后的闲暇时间，参观了市十五小

的校园文化和各个班级的班级文化。彬彬

有礼、落落大方的小解说员让与会老师交

口称赞。研讨活动期间，各基地校学习了

市十五小先进的教学理念。活动结束后，

市三十九小、市三十一小、内乡县六小、

油田实验小学、南召城关一小等参与研讨

的学校纷纷向本校教师传达研讨活动相关

情况，掀起学习高潮。与此同时，各校还

通过微信平台分享学习内容，让更多老师

受益。市十五小不但在课堂教学改革中起

到引领作用，而且在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

起到示范作用。

市十五小校长常春环介绍，本次十五

小承办“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南阳

共同体学校“一科多模”研讨活动，主要

是搭建南阳共同体学校间相互交流的平

台，促进南阳共同体学校共同发展。⑨7

名校携手谋发展 群英云集展风采
—“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南阳共同体学校首届联合教研活动侧记

体育备考有技巧
名师指点拿高分
本报记者 孙冰

一年一度的中招体育考试越来越

近，不少考生已经开始紧张备考。体育

如何拿高分？有何备考技巧？为此，记

者专门采访了市二十二中九年级体育组

长、中学一级教师张淅煜，为考生归纳

了一些中招体育考试备考技巧，帮助考

生轻松得高分。

运动量的调整。考试前一周以恢复

体能为主。跑的项目可以再上两个强度，

适当做一些腿部力量练习，运动量不宜过

大，避免受伤。考试前三天，以完整的技

术动作练习为主，多进行柔韧性练习。考

试前一天，停止一切训练，晚上早点休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泡澡或长时间洗

热水澡，容易导致肌肉力量松懈。

饮食方面的调整。考试前一周饮食

不要太油腻，多吃时令蔬菜与水果。考

试前三天开始少量多次喝红糖水、蜂蜜

水，增加身体糖原的储备。考试当天以

易消化高热量食物为主，不要吃得过

饱，不要吃生冷、辛辣的食物。进入内

场考试前喝两支塑料瓶装的葡萄糖，并

根据自身状况饮用不超过200ml的水。
服装方面的准备。考试时注意保

暖，需穿外套、长裤，各项目测试前充

分热身后脱掉外套，穿短衣短裤考试。

最好穿纯棉质的运动袜，可以充分吸收

汗液，且使脚掌与鞋子紧密贴合，便于

发力。准备一双立定跳远鞋和一块抹

布，考前将鞋底擦拭干净，并确认系好

鞋带。

考试中注意事项。准备活动要做充

分，考生应根据场地的情况进行适当的

跑圈，结合项目特点做高抬腿跑、后踢

跑、动态拉伸等练习，让身体充分发热

兴奋。立定跳远及坐位体前屈测试前，

提前练一练。正式测试时先闭目回忆动

作要领，稳定好情绪、保证动作的完整

性。长跑一般采用跟随跑，如果本组整

体水平较低，要果断改变自己的战术。

最后冲刺时，一定要冲过终点线两米再

减速。

今年的中招体育考试最大的变化是

每个项目测试结束时，考生会立刻知道

自己的成绩。有些考生在一项考试中发

挥欠佳，往往会产生消极心理，影响到

下一项目考试的发挥。要学会调节自己

的心理状态，用深呼吸、积极的言语进

行自我激励、自我暗示，提高自信，取

得更好的成绩。累累累5

市七小 党冰晴

豆豆外号“豆芽菜”，因为身体超级瘦

弱而得此“美名”。一日三餐，妈妈都想着

法子给他做丰盛饭菜，几年下来，妈妈快

成御厨了，可豆豆的回复只有一句：“没胃

口。”每逢体育课，一圈跑下来，豆豆便嘴

唇发白、面无血色，上气不接下气，似乎随

时都会倒下。

一天，班长发下来一份蒙牛学生奶订

奶单。“有草莓味的！”“有核桃味的！”“有麦

香味的！”“还有酸酸乳味的！”同学们兴致

勃勃地议论着。从小就不喝牛奶的豆豆却

像小白兔看到老虎一样，躲得远远的。

“嗨，‘豆芽菜’，你订不订？”豆豆的好

朋友翔翔走过来问。

“不订！你明明知道我不喝牛奶！”

“如果你订，而且坚持每天喝，我们就

不再叫你‘豆芽菜’。”

豆豆一听这句话顿时来了精神，他最

讨厌“豆芽菜”这个外号了。今天好不容

易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能

错过。

牛奶发下来了，同学们都津津有味地

喝着，豆豆却难以下咽。翔翔说：“怎么，

想违约？我是来监督你的。”豆豆没办法，

只好捏着鼻子开始喝。咦，他第一次发

现，牛奶根本没想象中那么难喝，味道还

不错。豆豆忍不住大叫起来：“这是怎么

回事？我以前怎么没发现牛奶这么好

喝？”这一喝，就是一个学期。豆豆惊喜地

发现，自己的胃口不知不觉变好了，也长

胖了，同学们早就不再管他叫“豆芽菜”，

而亲切地叫他豆豆。

前不久，豆豆通过选拔，成了学校篮

球队前锋，这几天正加紧训练，准备代表

学校参加区里的篮球比赛呢！累累累5
（指导老师：吴文娟）

“豆芽菜”成长记

第四届“蒙牛学生奶杯”有奖征文选登

市七小 熊贝尔

我以前管不住自己的嘴，总爱吃零

食，爸爸说那是垃圾食品。我还最讨厌喝

牛奶，觉得牛奶是世界上最难喝的东西。

由于长期偏食和不喝牛奶，我的身体严重

缺钙、入睡困难，而且睡着的时候经常出

汗。为了给我补钙，妈妈天天给我熬骨头

汤，但效果并不明显。

我从小身体瘦弱，个子矮小，而且经

常生病，幼儿园三年一直坐在班里的第一

排。医生说我严重缺钙、营养单一，平时

要多喝牛奶。但我最讨厌喝牛奶了，甚至

喝到嘴里的牛奶也要吐出来，为此妈妈没

少生气，每次被妈妈逼着喝牛奶成了世界

上最痛苦的事情。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征订

蒙牛学生奶，老师告诉我们，学生奶有优

质的奶源、香甜的口味，非常适合学生饮

用。我虽然心里抵触，但班里大多数同学

征订了，我就抱着应付的心态订了学生

奶，心想，大不了每天带回家。

谁知学生奶发下来的时候，却出乎我

的意料，它口味多样，有核桃味、草莓味、

红枣味、冰淇淋味、麦香味等八种口味，而

且每天口味都不同。我最爱喝核桃味了，

它甜甜的、香香的，好喝极了，草莓味也不

错。冬天，学生奶热乎乎的，喝到肚里很

暖和；夏天，学生奶凉凉的，喝一盒，神清

气爽，精神百倍。

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喝牛奶成了享受，

牛奶不再是难喝的“苦药”。五年了，我彻

底爱上了牛奶，我的个子很快和妈妈一样

高了，身体也变得强壮了。上学期学校田

径运动会上，我还代表班级参赛，获得了

好成绩呢！蒙牛学生奶，伴我健康快乐成

长！⑨7
（指导老师：薄欣）

学生奶伴我快乐成长

社旗县

强化学校食堂管理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杜振堂）近日，

社旗县食药局、工商局、教体局联合开展学校食

堂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强

化监督，防止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患等食

品安全事件发生。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学校食堂是否持有有效

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有

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有从业人员健康

证明，采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是否索证索票及查验登记，是否按规定留

样，是否有能正常使用的消毒、冷藏、保洁设施

设备，是否有防蝇、防尘、防鼠设施等。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个别学校食堂存在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不健全，未执行食品原料索证索票制度，食品

留样登记项目不全，冰柜内生熟食品混放，防

蝇、防尘、防鼠设施不健全等问题，执法人员要

求立即按时整改到位。⑨7

南阳师院机电工程学院

搭建教学交流平台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周霜 靳一

鸣）为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综合

素养，促进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南阳师院机电工程学院举办第一届青年教师教

学技能大赛。

比赛旨在搭建教学交流平台，帮助青年教

师掌握现代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参赛教师依次上

台进行各具特色的课堂教学，有的教师上课时

激情饱满、旁征博引，有的教师幽默风趣、深入

浅出，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比赛精彩

纷呈，高潮迭起，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
三等奖3名。比赛营造了良好的教学研讨氛围，
历练了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提高了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综合素质，充分展示了机电工程学院青

年教师的风采。⑨7

新野县上港乡初中

重视学生思想教育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黄晓鹏）怎样

能让学生每周都有进步呢？本学期以来，新野

县上港乡初中采用每周一升国旗、国旗下教育

的方式来进行。

新野县上港乡初中高度重视对学生进行思

想教育。每周一上午7时40分全体学生准时在
教学楼前集合，面向国旗，整齐列队。在雄壮洪

亮的国歌声中，师生们肃立行注目礼，举行庄严

的升国旗仪式。接着，总结上一周学生在思想、

学习、纪律等方面的情况，表优批差；安排本周

工作；对学生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

国旗下教育，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立志报国的

思想感情，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使学生能努

力学习，每周都有进步，及时改正缺点，向先进

学习，自觉遵纪守法，健康成长。⑨7

内乡县东坪村小学

制作盆景美化环境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张书超）室外春

意盎然，室内花草芬芳。时下，内乡县师岗镇东

坪村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对废旧物品进行循

环再利用，课余时间制作成各种花盆，再种上花

花草草，用巧手把春天“搬进”教室。

春暖花开的季节，自己动手制作小花盆，并

种上花草，装扮教室。在学校的倡议下，全校师

生齐动手，把废弃的饮料瓶或塑料盒通过剪裁、

组合、捆扎等方式，制作成一个个袖珍小盆景。

经过评选，把最具特色的盆景摆放在教室四周

的窗台上，美化环境，打造一片“绿意”。小制作

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在享受一片绿

色的同时，提升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动手能

力。累累累5

西峡县城区三小

开展教师书法培训
本报讯（记者孙冰 通讯员武春华）为了

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书法的兴趣、提高教师的

书写水平，近日，西峡县城区第三小学利用双休

日，邀请南阳市通用格有限公司讲师黄鹏女士

在该校多功能报告厅给全校教师进行“通用格”

硬笔书法专题培训。

培训会上，黄女士从通用格基本笔画书写、

偏旁部首的书写要领、基本结构书写规律，给与

会教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讲解和示范，总结出

了“上紧下松，左紧右松，中紧外松”十二字书法

精髓，就硬笔书法的章法结构、审美意蕴等方面

做了精彩的讲解，为教师们提供了一条快速、规

范写好汉字的有效途径。此次培训激发了全体

教师对书法艺术的强烈兴趣，对推进“一校一品”

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累累累5

市十五小老师在进行课堂展示 ⑨7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