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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实验高中

暑期家访助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刘铁群）学生虽然已经毕业离

校，但是这一届中的贫困生仍然是内乡实验高中老

师心中的最大牵挂。刚刚进入暑假，该校高三老师

分成几个小队，走访本校的贫困生家庭，排查摸底，

帮助学生制订合理发展规划，及早脱贫。

天气虽然炎热，但老师们依然坚持走访，奔波在

大街小巷，行走于乡间田畴。老师们一家一家看，一

个学生一个学生指导，不漏一人。该校政教主任赵建

党老师说：“对于贫困家庭的脱贫要一人一策，宜工

则工，宜读则读，根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我们给出合

理的规划建议，让他们尽早脱贫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追求！”老师们这种负责、科学、务实的态

度，赢得了学生家长和周围群众的衷心称赞。⑩6

卧龙区谢庄镇刘庄小学

安全教育无假期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史玉超 张 涛）

暑假期间，卧龙区谢庄镇刘庄中心小学组织学生每

10 天返校一次，在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之

外，安排老师为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真正做到安全

教育无假期。

在 10天一次的返校日里，学校组织学生背诵《安

全歌》《防溺水六不一会》等安全教育内容，与此同

时，老师们还组织学生学习防触电、防雷击、防中暑

等知识，确保学生暑期安全。学校还邀请本村退伍

军人为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示范演练，教会学生自救

知识；组织学生收看安全教育视频，让学生切实感受

安全教育无小事、事故隐患在身边的事实，提高学生

的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⑩8

淅川县三小

德育作业巧育人
本报讯 （通讯员杨林锋）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

快乐、多彩、充实的暑假，淅川县三小以深化学校德

育工作为抓手，特意给孩子们设计了一份别样的《暑

假德育综合实践活动作业》。

作业设计安排包括：童心看世界，让孩子们变

身为“小小旅行家”，走进大自然，欣赏自然之

美，用心去听，了解家乡风土人情，用眼去观察，

领略祖国大好河山；走进电影院，观看 《闪闪红

星》《鸡毛信》《建国大业》 等爱国影片，了解英雄

人物，增进祖国强大的自豪感；参加学校组织的夏

令营，加入社会实践活动，倾听父老乡亲讲述家乡

巨变，了解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发生的变化；阅读

《安徒生童话》《丁丁历险记》《装在口袋里的爸

爸》 等图书，体验读书之乐，丰富知识，积累精神

财富，过好缤纷暑假。⑩6

唐河县张店镇中心小学

值班护校尽职责
本报讯 （记者孙 冰 通讯员白志景）为了加强

学校暑假值班护校工作，确保学校财产安全，唐河县

张店镇中心小学精心组织教师轮流值班守校，打造

平安校园。

学校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强调值班的重要意义，

加强值班人员责任心，增强值班人员安全意识。建

立了暑假值班记录，明确了交接班注意事项及值班

护校职责。要求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严守值班纪

律，尽职尽责，加大校园重点要害部位的巡查力度。

各带班领导在值班期间必须保证在岗并 24小时通信

畅通，遇有重要紧急情况，要快速反应，稳妥处置，同

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不得迟报、漏报或隐瞒不

报。学校不定期地对值班情况进行抽查。目前，学

校教师值班有条不紊，各方面工作秩序井然。⑩8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西峡县阳城镇中心校

织密假期防溺网
本报讯 （通讯员杜海锋）为了使

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

期，提升学生在假期中的安全防范意

识，西峡县阳城镇中心校多举措织密

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假期期间，镇中心校要求各学校

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再教育、与家长进

行再沟通，再次下发了《致全市中小学

生家长的温馨告知书》《致全县中小学

生家长的一封信》，与家长签订防溺水

安全目标责任书，告知学生家长切实

担负起监护人职责；在各学校辖区周

边主要路段、桥梁悬挂防溺水安全横

幅，并在所有的池塘、沟渠醒目位置插

放防溺水警示牌；每天向学生家长发

送两条防溺水短信，宣传防溺水安全

知识，提醒学生家长强化对孩子的防

溺水教育，切实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

通过系列防溺水安全教育，强化了师

生安全意识，提高了防范能力。⑩6

作文乐园

□贺灿灿

新理念下的师生关系不再局限于教

育教学活动中结成的教学关系，还包括教

师和学生课外及校外非正式交往中培养

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会对学生

心理产生直接影响，在小学班级中，良好

的师生关系能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学工作

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立良

好的师生关系尤为重要。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要塑造自身形
象，做到以身作则。教师对学生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学生能在与教师的相处中改

变自己的行为。这就要求教师时刻注意自

己的言行举止，以良好的师者形象出现在

学生面前，以身作则，以自身的人格魅力、

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敬

佩教师，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打好基础。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要用心关爱学
生，倾听学生心声。师生相处是心与心的

碰撞，教师应以真诚和耐心来对待学生，

让学生从教师身上感受到温暖。教师要

从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关心关爱学生，

给学生更多的体谅和帮助，让学生更加信

任教师。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通过不同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多与学生进行对

话，对学生的想法给予肯定，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有问题要及时进行引导、开解和

关心，从而建立朋友般良好的师生关系。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要充分尊重学
生，平等交流沟通。学生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思想。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以

学生为本，走进学生的生活，明白学生的

需求，用平等的姿态与他们交流沟通。只

有这样，教师才能走进学生心里，学生才

愿意与教师交流，才能促进良好师生关系

的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有

效开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学生活中的

调色剂，能让教学工作五彩斑斓，有助

于学生全面提高。新时代下的教育，教

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根

据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运用

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为培

养人格健全、品质优良、全面健康发展

的小学生不断努力。⑩8
（作者单位：卧龙区安皋镇第二中心小学）

教坛论苑

浅谈如何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校长博客

我的精神食粮
市四小 杨明月

书就像一条船，带我们驶向智慧的彼岸。是书

让我获得了知识，是知识让我有了美好的生活。书

是我的精神食粮。

我从读童话故事爱上了读书，渐渐地，我开始读

一些文学作品。每次读书时，我都会拿一个小笔记

本，记录我所学到的好词、好句，并且写上自己的感

悟。家里的书渐渐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有时，为了

买书，我甚至放弃了许多自己想要的玩具。

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想要一个玩具——小米平

衡车。为了我的小米平衡车，我抵御了很多诱惑，可

是当我去买平衡车时，却还想买一本书，但妈妈告诉

我只能选一样，我的心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

个说买玩具，另一个说买书，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还

是决定买书。自从买了书，我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

去读，因为看书太入迷，没有听见妈妈叫我吃饭，被

妈妈吼了一顿。但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书给了我

很大的帮助，它帮我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难题，也改

变了我贪玩的毛病。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同学

都回答不上来，而答案正好就在我看过的一本书上，

我答对了，老师给了我一个“爱读书好榜样”的荣誉

称号。当然，我知道这都是书给予我的馈赠，书就像

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成功之门。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书是我

生活中的“精神食粮”，我坚信，只有让我们的灵魂融

入书的海洋，让书的内容融入我们的生命，才能有一

个比大海、比天空更广阔的空间。⑩8
（指导老师：李艳春）

教育视点

本报记者 孙 冰 通讯员 白松涛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朝阳中冉冉升

起、雄壮的国歌在校园的上空响起时，淅

川县寺湾镇各学校全体师生已开始集体

诵读《道德经》，共同朗诵《好诗词》，一起

合唱《经典歌曲》……天籁之音在校园中

回荡，道德培养在润物中生长。

多年来，淅川县寺湾镇中心校把传统

文化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载体，大力

开展“一周一经典歌曲，一周一中华好诗

词，一周一章道德经”活动，为德育创新注

入了崭新活力。

每天上午、下午上课前，寺湾镇初中

各个班级的大合唱准时唱起，歌声响彻校

园，经典歌曲传唱已成为各学校德育教育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学校通过教师教

唱、广播领唱、课前课后练唱、放学路上

唱、组织比赛合唱等形式，使经典歌曲传

唱深入人心，增强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

情。在寺湾镇的小学校园，随处可见三五

成群的孩子打着节拍诵读经典，“读中华

经典，做有志少年”已成为每位学子的志

向；教师办公室，老师们专注地诵读经典

诗词，为日常教研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

息。不仅是小学和初中，在幼儿园的课堂

上、操场上、各种活动中，小朋友们服装统

一，齐声吟诵经典，成了寺湾镇幼儿园校

园文化的一大景观。

经典诵读、征文、书法、讲故事、艺术

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在寺湾镇中

小学、幼儿园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传统

文化教育，让全体师生在潜移默化中领悟

道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促进了学生文明素

养的提升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⑩6

淅川县寺湾镇中心校

传统文化添活力 特色教育助成长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 通讯员郭振
伟 杨 环）7月 29日，2019年南阳市“体彩

杯”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落下帷幕，在

为期 3天的比赛中，首次参加比赛的市示

范区代表队荣获 3金、4银、5铜和“体育道

德风尚奖”的优异成绩。

本次比赛市示范区武术馆校的 20余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赛场上运动员们

拳来腿往，奋勇争先，用汗水书写精

彩，全力拼搏勇争第一。队员们不惧

对手，全方位展示了示范区武术散打运

动发展水平和运动员风采。三天的比

赛，示范区代表队荣获 3金、4银、5铜
和“体育道德风尚奖”，为观众奉献了一

场力与美的盛宴，向全区人民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市示范区历来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

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着力引导青少

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健康身心、强健体

魄。为迎接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示

范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7月中旬以来，

示范区教育中心组织举办了示范区首届

青少年散打锦标赛，全区 10余支代表队

参赛，经激烈争夺，优秀选手脱颖而

出，教育中心从中选拔、组建了散打代

表队，聘请优秀教练，对他们进行强化

训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竞技水平。经

过针对性训练，孩子们的精神状态、技

术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为代表全区参赛

队员提振了士气。赛后，教育中心负责

人鼓励队员们书写少年风采，再接再

厉，再创辉煌。⑩6

武术散打锦标赛 示范区队创佳绩

□姚志刚 内乡县七里坪乡中心校

爱在坚守，赢在坚持。
那是 2005 年的春天，我在县城购得

一座独家小院。上下两层的小楼房。是
我和妻子在双方老人的帮助下，转借亲戚
朋友几万元，实在筹不够数，我又贷款 5
万元买下来的。因为闺女就要上高中了，
能在县城安个家，既能方便孩子上学，免
得劳碌奔波，又能让一家人双休日相聚在
县城，其乐融融。

搬家的时候，朋友给我们送来两盆铁
树，我甚是喜欢。当时，铁树叶子不大，树

身也不高，但长势很旺盛。我将铁树放置
在院子门口，先后更换了两次土。

铁树喜光、喜温暖、稍耐半阴、不耐寒
冷。2017年冬天，雪下得时间长，气温下
降得厉害，好多年没见过的冰挂，也在这
时出现了，一时成为冬天里的美景。我的
这两棵铁树被大雪压断了树枝，冻坏了叶
子，令我心痛至极。

2018 年的春天，一株铁树再次发出
了嫩芽，半月之后，懒懒地舒展开绿叶的
双臂，展示出健壮的身躯。另一株铁树，
一直不见动静，好似睡不醒的样子。

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到他的花草，鲜

嫩、茂盛，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充满生命
活力。我好奇发问：“为什么你家的花草
长得这样美，我家那几盆半死不活的？”主
人微笑回答：“美景由心造呀!”

在听了朋友的详细介绍后，我才明
白，原来，朋友不仅勤快，而且具有审美眼
光，他养成了及时修剪、定期浇水施肥的
好习惯。

由此，我联想到他在朋友圈发送的美
景图片，恍然大悟，心美景更美，景美生活
才更美好呀！

养成勤快的好习惯，用审美的眼光，
整理出好心情，拍摄出好图片，打理出好

情趣！只要我们用心，生活中点滴的美
好，都会成为美妙的人生风景。

于是，每到双休日，我总会整理院
子里的花花草草，由此营造美好的心
境。对待两株铁树，我也是一样的心
理——浇水、松土、施肥，持之以恒，
毫不偏袒。2018年冬天，好似沉睡的那
株铁树，悄悄长出了小嫩芽。虽然只有
一片叶子，却让我欣喜万分。2019 年 5
月的一天，我惊奇地发现，那株偷懒的
铁树，已经展露新姿，刚开始，还羞羞
答答的，一周之后，叶子伸展开来，我
惊喜地告诉家人和朋友：枯萎的铁树又
发新芽啦！

我相信：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大，
而是坚持的效果好。枯萎的铁树又发新
芽，也是爱的回报！⑩8

坚持必有奇迹

南阳师院志愿服务队为社旗县李店镇常庄村小学捐赠 500 册图书，为孩子们上生动有趣的环保公开课、绘画课，并进行了机器人

展示活动 ⑩6 通讯员 贾 景 邢海英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进林）一个好校

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为全面提升全县小

学校长的管理能力、加强校长队伍建设，

新野县教体局举办全县小学校长管理能

力提升培训，来自各乡镇的 205名小学校

长参加了学习。

举办暑期校长培训班是新野县教体

局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升

校长管理水平和艺术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扎实组织好这次培训，该局专门下发了

《关于举办全县小学校长管理能力提升培

训班的通知》，对培训的目标、对象、方式

及相关要求做了具体的安排；该县教师进

修学校提前邀请县内外专家、名师，针对

培训目标和培训对象的实际需求，多角度

备足了课程。

在为期 3天的培训中，授课专家分别

围绕《互联网+教育应用举例》《如何成为

一名有科学素养的校长》《学校管理的问

题与对策》等方面作了专题讲座。各位专

家通过一个个经典生动的案例和充满激

情的讲述，既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众多小学

校长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困

难和困惑，也为所有校长开出了树立终身

学习理念、强化使命担当、奋发有为做好

表率和掌握领导艺术等多剂教育管理的

良方，令全体与会人员受益匪浅。为进一

步强化教育管理者的法治观念，培训期间

还专门邀请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为与会人

员作了依法治校专题讲座。内容结合近

年来发生在校园内外涉及未成年人的诸

多案例，围绕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一号

检察建议”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

罪预防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讲解，体现了

依法治校、加强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同

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学校在安全管理、

留守儿童教育保护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并有针对地提出了健全法治安全教育机

制、抓实做细“百千万工程”、严格落实校

园安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教职员工管理

等 6条建议。

在开展集中面授、理论学习的同时，

培训班还组织参训人员分小组进行研讨

交流，结合所学知识，畅谈学习体会，交流

工作经验，研讨困惑难题。

“培训学习不仅提高了广大小学校长

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依法治校、规范办学的

能力，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小学校长规划学

校发展、领导课程改革、引领教师成长、优

化高效课堂的能力，为办好一所学校奠定

坚实基础。”培训结束后，该县中山小学校

长梁书伟深有感触。⑩6

新野县

培训小学校长 提升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