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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点

市七小

疏散演练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张西云）为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增强

师生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的能

力，市七小举行了新学期第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由于预案在先，指挥得力，全校 45个班级师生反应敏

捷、行动迅速，用时 4分 45秒全部撤离到学校操场。应急

疏散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防灾减灾安全意识和应对

突发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为平安校园筑起了一道坚实

的防护墙。⑩6

淅川县二小

春光明媚植树忙
本报讯 （通讯员全为民） 3月 12日上午，淅川县二

小组织 40多名教师开展植树活动。

大家手拎水桶，肩扛铁锹，结队到峭山，刚一到达植

树地点，就不顾路途疲劳，撸起袖子干了起来。教师们分

工有序，忙而不乱，有的挖树坑、有的运树苗、有的栽树、

有的培土、有的浇水……既分工又合作，协调自然，配合

默契。一上午的紧张劳动，共栽下了 200余棵小树苗，为

丹江口库区增添了一片新绿。⑩6

唐河县二小

强化管理促规范
本报讯（通讯员陈 彬）笔者从唐河县教育工作会上

获悉，唐河县二小等 6所学校被命名为全县首批“义务教

育管理标准化示范学校”，每校获得专项奖补经费 3万元，

标志着该县首届中小学“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圆满收官。

唐河县二小紧跟教育发展形势，积极参与创建活动，

明确思路，自我完善，学校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在创建活

动中，该校各部门根据工作职责，按照管理标准化示范学

校创建项目、内容及要求，逐条逐项自查自纠，对薄弱环

节进行定期定时整改落实。同时，学校充分利用校园网

站、广播站、校报、板报等阵地广泛宣传，营造学校“五创”

氛围。在全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唐河县二小管理渐

趋规范，师生面貌焕然一新，办学质量明显提高。⑩6

方城县五小

说课比赛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刘晓岳）为进一步打造

激情灵动的高效课堂，持续提升教师技能，夯实教育教学

基本功，强化教师专业发展，方城县五小举行春期说课比

赛。

教书、育人同步进行，德育、智育齐头并进。本着这

样的理念，参赛教师在说课比赛中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

无论是《遇难者的第三个电话》《荷叶圆圆》《苹果里的星

星》，还是音乐课、英语课，参赛老师都从学生的年龄特点

出发，结合生活实际，使课堂充满童趣，较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参赛教师抑扬顿挫的声调、精妙独到的

教学设计、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辅助演示吸引着台下的每

一位教师。通过举办说课比赛，增强了教师钻研课标、研

读教材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师对教材的理解能力，为推动

高效课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⑩6

内乡县六小

信息技术巧应用
本报讯 （通讯员李珊珊）内乡县六小组织全体教师

开展“班级优化大师”的功能及使用培训，提升教师的信

息化应用水平。

“班级优化大师”可通过网页端、电脑端、手机端等多

种使用方式对学生即时表现进行评价与反馈，使课堂评

价多样化、生动化，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课堂

的趣味性。此次培训点燃了教师们使用信息技术融合学

科教学的热情，教学质量得到很大提升。⑩6

新野县汉华小学

交流经验共提升
本报讯（特约记者邓进林 通讯员张春霞）为了进一

步提高全体班主任的业务素质，共同打造更加优秀的班

主任团队，新野县汉华小学举行了班主任经验交流会。

在交流会上，各位班主任结合各自的管理实践，从小

组建设、班干部培养、后进生转化、留守儿童关爱等各个方

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积极分享了自己在管理方面的

妙招和经验，也共同探讨了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的办法。随后，该校负责人还就班级安全管理、班主任常

规工作、班级工作进行了安排，为今后学校的精细化管理

明确了目标，夯实了责任。此次交流会为广大班主任提供

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促使各班主任相互学习、共同提

高，展示了汉华小学在班级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⑩6

西峡县丁河镇简村小学

背诵古诗传经典
本报讯（通讯员王思甜）为传承文化经典，了解学生

对所学古诗词的掌握情况，西峡县丁河镇简村小学开展

了古诗词背诵抽测活动。

本次活动由 6个年级的语文老师交叉抽测，范围为新

课标小学生必背古诗词。抽测时，随机从各班抽取 3名学

生，每名学生随机抽背 5首古诗词。采用现场背诵、现场

打分的方式进行。抽测活动让学生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

经典文化的熏陶。⑩6

本报讯（记者扈书峰 孟新生 通讯

员张同华）为广泛深入学习张玉滚精神，

零距离感受时代楷模的精神魅力，市教育

局党组到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张玉

滚成长故事、畅谈心得体会，表达坚定理

想信念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信心。

张玉滚先后被中宣部授予第四批

“全国学雷锋岗位标兵”和全国“时代楷

模”称号，被教育部授予“2018年度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称号，获评“感动中国

2018 年度十大人物”称号，是出彩河南

人的优秀代表。他扎根偏僻山村十八

载，如默默燃烧的红烛，照亮山区孩子求

学上进的道路，用坚守和奉献在平凡的

岗位上书写着出彩的人生，成为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展现了新时

代“四有”教师的模范形象，树起了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杆。学习

张玉滚，就要学习他不忘初心、扎根乡村

教育的坚定信念；学习他潜心教学、无愧

教师称号的职业情操；学习他精心育人、

始终心怀大爱的高尚师德；学习他艰苦

奋斗、不畏创业艰辛的优秀品质。

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楷模故事之

余，市教育局局长张清范在活动中畅谈

感受，他说，市教育局是全市教育系统的

行政管理机构，教育局机关干部一定要

忠诚信仰、干净修为、担当奉献，坚守初

心、不忘初心、践行初心；一定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做到“两个坚决维护”，让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具

体要求在全局落地生根；一定要勤学习、

善思考，把学习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特别

是要在更高层次上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

教育工作的重要要求，为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作出新贡献；一定要能干事、敢担

当，注重实干，讲究方法，保持韧劲，攻坚

克难；一定要以张玉滚为榜样，牢记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坚守教育，默默奉献，潜

心育人；一定要有大局意识，会团结、强

作风，增强市教育局的亲和力、凝聚力、

战斗力。要时时刻刻用党的纯洁性要求

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

己，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着力解决“怕、慢、假、庸、散”等突

出问题，诚实做人、扎实做事，以共产党

人的浩然正气为党旗增辉添彩。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以张玉滚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把对党和人民的感情转化为爱岗

敬业、任劳任怨的奉献，转化为苦干实

干、勇争一流的行动，在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道路上，团结一心，砥砺

前行，攻坚克难，推进全市教育事业不

断跨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争做出彩

教育人。⑩6

市教育局到镇平县黑虎庙小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攻坚克难牢记使命 对标楷模砥砺前行

本报讯（通讯员王 隽）开学后第二

周，市二十一学校通过开展名师工作室

引领课观摩研讨活动，让名师、骨干教

师发挥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充分发

挥他们的教育教学优势，加速青年教师

的专业成长，从而推动全校教师整体素

质的提升，形成教师队伍梯队式发展的

良好态势。

在连续 4 天的观摩研讨活动中，

该校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教师一起观

摩学习了 9 位骨干教师的示范课。名

师工作室的带头人翟燕姬老师执教的

语文课 《一匹出色的马》，层层铺垫，

化难为易，有效训练了低年级孩子的

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李璐

老师执教的 《大自然的秘密》，在宽松

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学生不知不觉中

感受到了自然的法则，同时也尝到了

学语文的乐趣，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还有武华云老师执教的数学课、韩玉

林老师的英语课、王坤老师的音乐

课、陈宝老师的体育课、李英飒老师

的美术课等都充满着教育智慧，使听

课老师受益匪浅。

活动中，骨干教师不仅在课堂教

学中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而且在研

讨活动中交流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同

时也为教学质量提高工作起到了模范

作用。课后全校教师分学科进行了集

体研讨，从一个个课例中找到了很多

值得学习的地方，有的教师还对照了

自己平时的课堂，引发了一些思考。

本次研讨活动，在教师队伍中树立了

新的教学理念，很好地调动了任课教

师教研教改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师之

间的交流、成长。⑩6

市二十一学校

名师示范引领 促进共同成长

本报讯（记者孙 冰）为展现教师风

采，凝聚团结力量，市十六小举行首届

职工地壶球比赛。该项目简单易学，参

与性强，老少皆宜，吸引众多教师报名

参加。

地壶球运动由冰壶球运动发展进

化而来，是一种高雅的竞技运动，它

要求具有运动竞技精神和团队合作精

神，技术与智慧并重。地壶球斗智、

斗力、斗技能，因而它又有“冰上国

际象棋”之称。该运动项目被市十六

小率先引入学校以来，深受广大师生

喜爱。

此次地壶球比赛共分 10 个小组，

每组选取 3名参赛队员，按照淘汰制进

行。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号令，参赛教师

手拿地壶球，或单膝触地、轻轻一推，

或匍匐在地，开始了地壶球的比赛。经

过 3个多小时的角逐，四年级组、五年

级组、综合组获得前三名。整个比赛过

程紧张有序，欢快激烈，洋溢着浓厚的

团队协作氛围。比赛结束后，校长杨强

霖鼓励所有教职工每天都要抽出一个小

时的时间，多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健康

的身体，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

作。

近年来，市十六小以文明创建为载

体、以幸福文化为主线，积极开展多彩

文体娱乐活动，丰富业余生活，活跃幸

福因子，减轻工作压力，融洽人际关

系，提振精神状态，有力促进了学校发

展和谐稳定。⑩8

市十六小

举办地壶球赛 丰富业余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李 莹 赵红乐 左
德浩）为进一步深化“书香校园”建设，打

造学习型教师队伍，新学年开学以来，市

十一小开启了新学期“书香校园”建设的

新举措——在每周一的例会上，利用会前

10分钟开展“把经典读给你听”主题活动。

读美文，诵经典，书香润泽心灵，经

典照亮人生。市十一小是全省第一批

“书香校园”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引领读

书风尚，培养儒雅教师是该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经典读给你

听”主题活动启动之初，就号召全校教师

全员参与，鼓励大家把个人日常读书过

程中读到的好书、好文或经典名著以朗

读的方式推荐并展示给更多的人来学

习。前不久，学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集

体朗读的诗歌《再一次出发》拉开了本次

活动的帷幕，为该活动的顺利进行作出

了示范引领。在领导班子的带动下，教

师们纷纷响应并积极参与。截至目前，

已经有 60多名教师报名备讲，再一次掀

起了市十一小经典诵读的热潮。

“把经典读给你听”主题活动的持续

开展也是市十一小落实建设书香中国、

学习强国的具体行动，而经典作品中富

含的中国精神和传统美德，对厚植学校

文化底蕴、培养儒雅教师、构建学习型校

园也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⑩6

市十一小

引领读书风尚 培养儒雅教师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青葱草木望成材，遥上云端傲首抬。

阳春三月，市十三中组织全体初三学生进

行励志教育，开展拓展活动。校长程露萍用三

个关键词勉励大家——梦想、拼搏、方法。海到

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市十三中学子

都是勇敢的追梦人，面对梦想与现实，走过泥泞

和晴天，不改豪情壮志，不忘责任担当。明天的

成功源于今天的拼搏，勇敢向前，攻坚克难，前

方有更美丽的风景，有更广阔的天地。科学合

理的方法往往是事半功倍的前提，程露萍鼓励

学生和老师一道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归纳总

结、梳理回顾、劳逸结合、调节情绪，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迎接新的挑战，让成功的鲜花绽放在六

月的校园。

学生代表慷慨激昂地表达全体学子的心

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他

日必遂凌云志，自古英雄出少年。全体教师郑

重承诺，一定会认真备课，耐心答疑，刻苦钻研，

脚踏实地，保驾护航，甘做人梯，燃烧激情，再创

辉煌！千余名学生攥起拳头，齐声高呼：我们牢

记使命！我们全力以赴！我们百炼成钢！不负

父母期盼，不负恩师厚望，不负母校关怀，不负

青春理想。

铿锵誓言化作前行动力，九年寒窗收获累

累硕果。作为励志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在教官

的指导下开展《成功路上》拓展活动。要求每位

学生军姿站立 40分钟，手背向上，悉心守护象征

自己玩具、朋友、人生理想和亲人的笔。笔落地

一次，学生将失去一个守护对象。学生屏气凝

神，手臂笔直，认真守护着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

珍品。

励志教育再次激荡着十三中学子九年磨一

剑的豪情，他们将用每一滴汗水、每一分付出，

交织成绚丽的双翼，在梦想的舞台上绽放异

彩。与此同时，“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十三中

精神在全体师生身上落地生根，熠熠生辉。⑩6

市十三中

成功路上磨砺意志成功路上磨砺意志 追求卓越逐梦远航追求卓越逐梦远航

市教育局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摄

市十三中励志教育催人奋进，感人至深 本报记者 孟新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