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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生教育讲座暨南阳市首届名校教学观摩活动启事

内乡教体局

校园安全细排查
本报讯 （通讯员魏书涛）内乡县教体局近日组织

多个检查组对辖区学校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治

理，努力营造全员保安全的良好局面，共同建设阳光

校园、安全校园。

检查组每到一所学校，都认真查看学校周边环境，

询问校园安全管理情况，排查影响学校安全的薄弱环

节和内部隐患，对校园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现状进行

全面深入了解，并听取学校负责人对本校安全方面的

防护措施、应对办法的介绍。检查组对学校存在的问题

逐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整改意见；对不能现

场整改的，督促其限期整改。检查组要求学校严格守护

校园大门、配齐安全装备、看紧校园周边、做细排查隐

患，以严格的要求抓好校园安全工作。

邓州一高中

快乐阳光大课间
本报讯 （通讯员李 渊）为丰富学校文化生活，增

强在校学生身体素质，助力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邓

州市一高中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阳光大课间”活动。

邓州市一高中制订了“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方

案，充分利用每天的课外时间进行“阳光大课间”活动，

上下午各预留 20分钟时间鼓励全体学生参与其中。大

课间的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喊着嘹亮的口号齐聚学

校广场，踏着“兔子舞”激昂的音乐节拍，进行韵律

操锻炼。“阳光大课间”的开展，提升了该校大课间的

活动质量和学生的身体素质，丰富了师生的校园文化

生活，为美丽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国庆节期间，我市各学校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现了

新时代青少年新风貌，表达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爱国的种子也在孩

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图① 市第一实验幼儿园的孩子合唱爱国歌曲，祝福祖国

通讯员 贺晓红 摄

图② 开元国际学校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合唱比赛

全媒体记者 孟新生 摄

图③ 卧龙区教体系统在市二十一学校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合唱会演 全媒体记者 马庆科 摄

图④ 市十五小师生满怀激情地参观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图片展 全媒体记者 谢 康 摄

图⑤ 市十六小学生在操场上摆出造型，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本报记者 刘纪晖 通讯员 赵路坦 摄

图⑥ 市二中举行文艺会演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本报记者 刘纪晖 摄

图⑦ 市三小举办“我与祖国合个影”系列活动 通讯员 魏振阁 摄

图⑧ 市十三中举行“颂歌献祖国 建功新时代”合唱比赛

全媒体记者 谢 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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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文

周五下午第四节数学课，任务是评讲学习指导。

这种讲评课根本没有我施展拳脚的空间。定好重点要

解决的题目后，爱讲题的学生纷纷冲上讲台，习题瞬间

被瓜分一空，没有抢到的学生不甘心地遗憾而回，只能

回到小组内带领组员一起讨论解决。

今天一向害羞腼腆的学生曹悦媛竟主动要求讲

解第十一题，这可是个全等三角形的证明题呀！只

见她目光坚定，从容淡定地走上讲台。真是被她的

勇气惊吓到了。刚开始她讲解很流畅，中间遇到一

步复杂的证明，她突然停了下来，表情有些尴尬，显

然是遇到了困难。我看在眼里，担心学生们会听得

不耐烦，或发出嘲笑的声音，于是准备出手相救。谁

知，下面的学生们竟抢先一步，帮她说出思路，全班

还齐声回答，配合默契，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她顺利地

完成了这道题的讲解，满脸笑意地走下讲台。我心

想，她内心深处肯定还有小小的成就感！我当时心

头一暖，没想到这群可爱的孩子这么宽容体谅、善解

人意，懂得解他人之难。

温暖还远远不止于此。另一名学生李晓崟挑战的

是最后一个探究题，分两问，第二问又有两种情况，还

要画出两个不同的几何图形。正当我和李晓崟沟通

时，学生王春晓主动跑到讲台，伸着脖子，凑上来说：

“老师，我来帮李晓崟画图吧！她讲第一题，我画第二

题的图，这样能节省时间！”就这样，黑板上出现了两个

小老师，一个认真地讲解，另一个全神贯注地画图。在

小组展开讨论时，其中一个小组的学生党嘉萌塞给我

一个小本子，悄悄地说：“老师，在黑板上画的图讲解时

标注多了容易混乱。我画了图，在多媒体上投影出来，

讲解的批注随时都能够消掉，这样会更直观，方便同学

们理解！”

一个超级难的探究题，在全班聚精会神听讲中，在

满满的爱与温暖中，得到了完美解决！通过这堂课，我

看到了每个孩子身上散发出的正能量，如冬日的暖阳

一般温暖和感染着我，让我感受到课堂教学的意义和

乐趣。遇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真好！

一节暖暖的数学课

园丁心语

为进一步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持续全面深化课改，推动教师综合素

质和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南阳报业传媒

集团邀请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和吴献

新来我市举办教育思想讲座暨南阳市首

届名校教学观摩活动。

魏书生 全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全国

优秀班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

五、十六、十七大代表，退休前任辽宁省盘

锦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分会会长、台州书生

中学校长。

吴献新 辽宁省盘锦市魏书生中学校

长、特级教师，教育部校长国培计划和教

师国培计划专家库双专家，教育部首批

领航校长，全国各地作报告超过 400 场

次。

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活动内容：魏书生、吴献新将分别

开展教育讲座，市第一完全学校教师进

行示范课展示、吴献新现场点评。此

外，市第一完全学校还将集中展示大课

间、学生社团活动等，并开放 20 个正常

上课的教室，老师们可根据学科、学段

到不同教室听课。活动结束后，与会老

师结合本次活动谈自己的收获、体会，

《南阳日报》择优刊发、新媒体同步推

送。

主办单位：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承办单位：南阳市第一完全学校

协办单位：河南省魏书生教育思想公

益宣讲团

媒体支持：《南阳日报》、《南阳晚

报》、《南都晨报》、南阳网、政务新媒

台、“直播南阳”云播台、“梅溪视频”

云视台，《河南教育》杂志

友情支持：耘道教育智库、河南明师

成长教育科技研究院

活动时间：10 月 23 日全天、10 月 24
日上午

报到时间：10月 22日下午 2时~7时
报到地点：南阳市第一完全学校

报名对象：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行

政人员

培训费用：500元、400元、300元
联 系 电 话 ： 0377- 63137294、

13837739767（孙冰）、13503775445（马庆

科）、18137305689（孟新生）、13903770667
（扈书峰）

开户行及账号：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

业部 412101999011000006951
开户行代码：301513000013
账户名称：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为保证活动质量，有意参与活动者须

提前向组委会报名登记，额满为止。

特约记者 邓进林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新野县教体局党组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扎实组织学习教育，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认真进行问题检视，坚持把

“改”字贯穿始终，促使主题教育在全县教

体系统扎实开展，取得显著成效。

提高政治站位 , 周密组织部署。全

县主题教育工作会后，该局迅速结合教育

工作实际，研究制订实施意见和具体实施

方案，同时成立教育系统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并召开全系统主题教育动员大会，要

求各中小学校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设

计每个动作，制订任务书、日程表，确保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积极树立典型，做好示范引领。为激

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身边的“钙源”

汲取精神力量，新野县教体局党组一方面

组织系统内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张玉

滚、李芳等先进典型；另一方面，在系统内

部选树了孙光召、王书林、刘殿生、张学

敏、邱振中等 5个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典

型，将其典型事迹材料印发全县各级各类

学校，用身边事教育影响身边人，形成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

上好专题党课，集中学习研讨。新

野县教体局举办以“不忘初心立德树

人，勇于担当争先出彩”为题的专题党

课，同时集中时间开展研讨，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和在河南调研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观看纪录片

《初心永恒》。学习之后，与会人员竞相

谈感受，讲体会。

做到“五个融合”，加强爱国教育。

在主题教育中，该局通过把爱国主义教

育与读原著悟原文融合，与浓厚氛围营

造融合，与各类活动开展融合，与学楷

模树典型融合，与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实际行动融合，组织开展以“礼赞新

中国·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把主题教育中激发出的爱国热情转

化为立足岗位、发奋工作的实际行动，

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

效，目前已收到征文 21 篇，书法、美

术、摄影作品 126幅。

突出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落实。在

主题教育中，该局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开

展“四对照四反思”，坚持边学边查边

改，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局党组

通过开展谈心谈话、发放征求意见表、

走访干部群众等方式畅通民意征集渠

道，深入查找局机关存在的问题，形成

问题清单，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目前已确定城区中小学扩容建设、加大

中小学教师补进力度、推进农村中小学

建设等三个立行立改问题。针对发现的

问题，该局严格对照整改方案，开展专

项整治，坚决做到立行立改，能改尽改。

坚持以上率下 狠抓问题整改
—新野教体系统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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