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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职业学院学子

全国大赛提技能
本报讯 （记者孙 冰 通讯员李阳阳 樊小爽）日

前，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在江苏省常熟

市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南阳职业学院机械与

汽车工程学院学生王盼久和冯旭阳分别获个人三等

奖，实现了南阳职业学院学生技能竞赛获奖层次新

的提升和竞技能力新的突破。

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常熟市理工学院承办，来自清华大学、国

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全国

254所高校的 765名选手和 500余名指导教师参加了

比赛。为备战此次比赛，自今年 3月份以来，南阳职

业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指导教师团队积极筹备

校赛，为大赛选拔选手，并进行指导和培训。随后，

经过市赛、省赛的层层历练，最终赢得参加国赛的入

场券。成绩的取得是南阳职业学院遵循职业教育的

办学规律，落实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教育中体现竞赛引领

作用等措施的初步成果。⑩6

淅川县寺湾中心校

牢筑防溺安全堤
本报讯 （通讯员白松涛）为防止学生下河游泳

造成溺水意外事故，淅川县寺湾镇中心校负责人与

教师们走进该镇淇河附近每家每户，和百姓建立起

“巡河”共管机制。炎炎夏日，在寺湾镇各河道沿岸

都能看到教师和村民在河岸边“巡河”的身影。

寺湾中心校针对河流、坑塘等溺水危险事故多

发地区，成立了教师巡河队，将全镇学校所有教师分

成 5组，利用早、中、晚休息时间到河岸边巡视。并要

求巡河人员按照时间和地点认真巡查，包括河内是否

有水，水深等情况，并做好记录，及时发现并制止学生

到此危险地段玩耍等，遇到问题及时上报。为把巡河

安全管理做得更细致，中心学校要求各学校每天向家

长微信群发送防溺水宣传短信；开通“巡河呼叫热

线”，凡是学生有河边玩耍的现象，校方马上会严查到

人，家访、督促到户。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为学生平稳

度过暑假构建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⑩8

西峡县军马河镇

网媒平台助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廷）暑假期间，西峡县军马

河镇迎来了一批爱心人士——天津市天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一行，他们不远千里到西峡县军马河镇

后河村，开展“扶贫捐赠，奉献爱心”活动。

这次捐赠活动是西峡县工信局驻军马河镇后河

村工作队刘哲源利用扶贫网媒体平台进行联络的，

发出贫困需求，成功与爱心企业联络对接，最终达

成捐赠意向，这也是该镇成功利用扶贫网平台发挥

功能的一个缩影。这次捐赠包括台式电脑两台、图

书 600 本、篮球、足球、跳绳等各种办公体育用

品，价值 9000元。后河村小学地处深山，交通不

便，贫困孩子多，各种体育器材和设施不足，影响

孩子教育成长，严重制约山区教育均衡发展，这次

捐赠活动犹如夏日送去清凉，让贫困山区师生心里

甜丝丝的。⑩6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内乡县瓦亭镇罗沟村

倾情教育送关爱
本报讯 （通讯员魏书涛）“我有新

书包了”“我有新文具了”“我有新课外

书了”……近日，内乡县瓦亭镇罗沟小

学的 13名贫困学生在校园里尽情撒

起欢儿，相互展示该镇罗沟村委给他

们送来的新学年“礼物”。

炎炎夏日，罗沟村支书与河南省

物资集团派驻罗沟村书记一行到罗沟

村小学，为贫困家庭学生送来了新书

包、文具、课外书等学习用品，带来了

村委浓浓的关爱。该校负责人表示，

课外书是孩子假期的最爱，书包文具

是新学年必备，此举是想贫困学生所

想，急学生所急，无异于雪中送炭，夏

日送清凉。

多年来，罗沟村委倾情教育，为师

生办实事，为学校解难题，帮助学校打

井 、修 路 、校 园 硬 化 、赠送体育器

材……贫困学子还缺啥？学校还有啥困

难？已成为村委办公会讨论最多的话

题。支持教育事业成为该村助力脱贫攻

坚、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⑩6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 8 月 5 日，

记者从市十三中获悉，在澳大利亚刚刚

闭幕的 2019 年 PEW 国际电子制作大赛

中，市十三中八 （2） 班学生赵梓皓成绩

优异，获得个人赛卓越表现奖和团队合

作赛二等奖。

PEW国际电子制作大赛由 PEW国际

电子制作大赛组委会和北美青少年科技

交流协会、澳大利亚国际电子制作大赛委

员会联合主办。该活动是一项面向中小学

生科技创新的国际性赛事，本年度主办方

为墨尔本堪伯威文法学校。大赛旨在用先

进的理念和有趣的方法，激发一代又一代

青少年去发现科技的魅力，弘扬探索、求

知的科技创新精神，树立未来职业规划，

引领科学发展新趋势。

能在 PEW国际电子制作大赛中取得

佳绩，赵梓皓坦言，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学校的悉心培养，二是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家人的不懈支持。在市十三中，

“一切为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是镌刻

在每位老师心间的教育理念。每个孩子

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每个孩子都有无

穷的潜力。学校充分尊重每个孩子，稳

步推进素质教育，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

的平台，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赵梓皓

酷爱电子制作。2018年他参加了全国青

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获得个人电路创

新一等奖和寻轨器三等奖。早在 7岁那

年，赵梓皓偶然中收看中央电视台的

《我爱发明》，被节目里众多发明创造所

吸引，幼小的心灵由此埋下创新创造的

种子。小学三年级时，在父亲的支持

下，他参加了乐高机器人培训班，对发

明创造的兴趣更是一发不可收。老师和

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就是：爱钻研，

对问题总是刨根问底。善于观察，热爱

钻研的精神也是他取得这样优秀成绩的

原因。⑩6

市十三中

国际电子制作大赛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王晓阳 杨文有）为

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办学治校

能力，打造高素质的专家型教育管理队伍，

方城县举办了以“教育系统党的主体责任

建设”为主题的党员干部培训，来自全县教

育系统的 7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

培训首先进行了《守牢教育初心担当

历史使命为创建教育质量强县目标而努

力奋斗》的专题讲座，使广大党员干部重

温了中国共产党光辉壮丽的革命历程。

同时，要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在今后的工

作中必须与时俱进，加强自身修养，提高

能力素养，努力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

硬、作风过硬，在建设教育强县的道路

上发挥好“头雁”作用。落实党组主体

责任，抓住核心要素，打造一支敬业、

专业、乐业的教师队伍。党员干部在工

作中，要出思路、抓班子、带队伍；要

精管理、高效益、严律己，要紧密团

结，密切联系群众，做好本职工作。并

强调，廉政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

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教师要成为廉

政文化的传播者、倡导者、践行者。教

育系统全体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

线、红线意识，坚守纪律底线，绝不触碰红

线，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警钟长鸣。使

全县教育系统行风得到进一步净化，推动

全县教育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

此次党课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大家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有知识上的收获，更

有思想上的警醒，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

强化党性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增强奉献

意识、争先意识、纪律意识。立足本职岗

位，团结和带领广大教职员工奋力拼搏，

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方城教育事业发

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⑩6

方城县教育系统

强化党员培训 增强党性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胡冠南 邹雪涛）荟

群英，重品万篇华章；集众贤，传承千古文

明。畅游诗海词林，尽赏大美中国。暑假期

间，“中国梦·诗词美”淅川县上集镇第二届中

小学生诗词大会决赛拉开帷幕，经过层层筛

选，来自全镇中小学的4支代表队参加角逐。

本次决赛现场共分四个环节，第一环

节为“摩拳擦掌，先发制人”必答题环节；

第二环节为“百舸争流，奋楫争先”抢答题

环节；第三环节为“青梅煮酒，逐月飞花”

飞花令环节，飞花令的内容围绕“人”、

“酒”、“数字”、“风”、“江”、“花”这几个主

题，各小组随机抽取，并与对手进行比赛；

第四环节为“巅峰对决，胜者为王”诗情画

意环节，各组可推荐一名选手自行选择不

同分值的题目作答。

从千山飞雪到春意江南，从忠肝义胆

到千里婵娟，一首首诗词歌赋，让师生和

家长品味到了诗意的人生，领略到了传统

文化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炎黄子孙的家

国情怀。经过激烈紧张角逐，上集一中以

190分的成绩取得冠军，并代表上集镇参

加全县第二届中小学生诗词大会预赛。

利用暑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诗词教育

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体会传统诗词的深刻内

涵，传承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明、提高文

化底蕴，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⑩8

淅川县上集镇

传承文化经典 举办诗词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董 博 孙 健 莫
帆）为更好地开展校地结对帮扶工作，南

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组织部分师生

组建科普知识宣传队，以科技帮扶、智

力帮扶为手段，助力南召县打赢脱贫攻

坚战。

科普宣传队在充分了解南召县白土

岗镇的实际情况后，办了 4场科普宣传

会。队员们为村民分发内容丰富的科普

知识宣传手册，从法律法规、种养技

术、养身保健医学知识以及抵制邪教等

方面入手，耐心细致向村民普及科学知

识。参与科普宣传的老师们还鼓励青年

村民多读书看报、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和国家政策法规，进一步转变观念、培

养自主意识，借助科技力量和勤劳努力

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带队老师还和村

民一道深入田间地头，讲解农业绿色防

控、生物防治技术，不时解答村民的疑

问。为普及村民健康保健知识，科普宣

传队特意开展“健康保健”专题讲座。

宣传队带队以“农村卫生保健”为主

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民讲述了

“三高”和糖尿病致病原因和防治措施，

手把手教大家做保健操。当地村民纷纷

表示：“以前总是不知道如何养生、保

健，有了老师的讲解，我们也能自己在

家保护身体了！”

此次科普宣传系列活动为白土岗镇

发展绿色可持续农业提供了知识基础，进

一步激发村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

热情。⑩8

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组建科普宣传队 科技帮扶助脱贫

担当与责任
□ 闫翠翠

每个优秀的孩子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皆来自于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母陪伴。母亲塑造孩子的灵

魂，培养孩子的担当和责任感；父亲给予孩子生活

的本领和技能，赋予孩子智慧。

在一次学习中有幸结识一位犹太妈妈——沙

拉·伊马斯。她对生存、生命、生活有着深刻感悟，把

教育观贯穿在数十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她认为父

亲在家庭教育中绝对不可缺位，她的父亲在生活中

对她进行各种独特的教育，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处

处渗透着文化、礼仪和智慧。

作为父母，对孩子的关怀不是呵护得无微不至，

而是让其在自力更生的过程中更坚强。一个有文化

的家庭，在教育孩子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

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时，都应该蕴含着人文情怀，

让孩子明白一定要有一颗谦卑之心。沙拉·伊马斯

在教育儿子时就很注重对儿子担当和责任感的培

养。沙拉·伊马斯老师有三个儿子，一次期末考试

前，大儿子有些习题不会，想请教弟弟，可弟弟始终

不愿意给哥哥讲解。沙拉·伊马斯对二儿子讲述自

己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的辛苦，以及自己无法辅

导习题的无奈，一番示弱性的说教之后，二儿子主动

承担起辅导哥哥学习的任务。这样的教育也在无形

中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感。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当，容易让孩子更脆

弱、面对问题退缩不前，更谈不上责任与担当。电影

《银河补习班》中的小主人公马飞就缺乏担当与责任

感。因成绩差、纪律差而被学校开除时，马飞的妈妈

在校领导面前苦苦哀求，而此时的马飞在门外站着

无动于衷。

要想培养孩子的担当与责任感，父母有必要在

儿子面前适当示弱，让孩子深刻明白自己的辛苦与

不易，让孩子发自内心主动承担责任。这样的教育才

能让孩子长大后更有担当与责任感。而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感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⑩8

园丁心语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进林 通讯

员张 敏）“姐姐你等着，我长大了要

到北京找你……”在新野县施庵镇二

中校园内举行的“蓝信封”成长夏令营

活动结营仪式上，来自该校七（五）班

的陈露雪拉着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志愿

者何敏的手，久久不肯分开。

“蓝信封”是一家专注于留守儿

童心理陪伴领域的公益机构，全称为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

中心。该项目的主体活动是书信陪

伴项目，由大学生志愿者和学生们一

对一通信，构建志愿者与留守儿童间

的长期心灵交流的平台，引导留守儿

童健康快乐地成长。为进一步促进志

愿者和留守儿童的沟通交流，“蓝信

封”项目方还利用每年暑假，在全国选

择部分学校，组织志愿者深入学校，与

学生一起开展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

夏令营活动。本年度夏令营活动在我

市选取了 5所学校，新野县施庵镇二

中就是其中之一。

在连续 6天时间里，来自南京大

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院校的 17 位大

学生志愿者，和施庵镇二中的 43 位

学生一起结成对子，通过“破冰行

动”、“小小信封”、“国王与天使”、“极

限挑战”、“趣味运动会”等一个个趣

味十足的游戏活动，使学生在和同辈

的相处中，学习自我接纳、情感表达、

共同合作，引导学生们感悟亲情、友

情，感恩父母、社会，掌握人际交往的

技巧与方法。

结营仪式上，所有参与的学生个

个畅所欲言，不仅表达了对志愿者

们的感谢和依恋，而且共同分享了

在这次活动中收获的知识、能力和

快乐。“蓝信封”活动的书信陪伴项

目尤其是夏令营活动，不仅给广大

留守学生带来了心灵的安慰和精神

鼓励，而且培养了他们自立自信自

强的品质，使该校学生在短短 6 天

时间里，收获了宝贵的财富，留下

了幸福的记忆。⑩6

暑假期间，华中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团到唐河县郭滩镇后湾小学开展活动，在支教团举办的趣味运动会上，孩子们玩得不

亦乐乎 ⑩6 通讯员 许 诗 牟沄芸 摄

趣味十足的夏令营活动 本报记者 孙 冰 摄

“蓝信封”成长夏令营走进新野

关爱农村学生关爱农村学生 传播人间真情传播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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