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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苏

翔 通讯员张同华）为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工

作，10月 15日，市教育局邀

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媒体和家长代表参加市

中心城区中小学师德建设观

摩暨征求意见座谈活动，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近年来，市教育局高

度重视教育工作，围绕建设

教育强市的目标，不断优化

师德建设工作环境、有效巩

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全面

部署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广

泛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持续

推动师德监督常态化、坚持

师德奖惩并重，书写了我市

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

程。在观摩活动中，大家分

组走进市十二小、市十五小

实地了解这两所学校的师德

师风建设工作，观看了文化

墙、教室、功能室等硬件设

施，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面探讨、分享了对师德师风

的深刻理解。大家对教师的

精神面貌非常满意，也被教

师的爱岗敬业精神所感动，

纷纷点赞。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不仅

影响着教育的质量，也关系

着社会对教育的评价和教育

发展环境，更直接影响着南

阳文明城市的建设。座谈活

动中，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总结了全市教育的基本情

况、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工

作措施和成效，表示将完善

师德师风长效建设的工作机

制、构建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的工作格局、加大责任追究

的工作力度。各位代表、委

员和家长认真记录笔记，并

提出了诚恳的意见和建议。

“师德”是支配教师行为

的内在力量，“师风”是教师

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后将对问题和建议进行

整理分析、研究，把师德师

风建设工作作为教育发展的

固本工程、服务社会的民心

工程、提升教师素质的助力

工程、引领社会文明的德政

工程来抓，立足工作实际，

强化工作落实，志于立教、

乐于耕耘、守于师道。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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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扈书峰 特约记者 张英豪

近年来，南召县教育事业异彩纷

呈，亮点频现！

连续四年全县高考本科上线大幅

跃升，一本上线连续四年超百人增长。

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

育活动优秀组织奖、“国培计划”河南省

培训先进单位、河南省教育宣传十佳县

等 100多项荣誉。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南召教育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299 所，在校生 80759 人。普通高中 4
所，中等职业学校 1所。学前教育阶段

共有公办幼儿园 142所，其中省级示范

性幼儿园 1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8所，

小学附属幼儿园 133所，民办幼儿园 86
所，全县在职教师 5617人。

2017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先后投

入资金近 3亿元，新建 8所中小学校，改

扩建 35所，全县新增学位 16600个；多

渠道筹措资金 7亿元，启动建设了青峰

实验等 4 所学校，预计新增学位 21000
个；在功能室建设上，投入 6000多万元

购置 18000 件教学仪器，78 万册图书，

3.9 万件体音美器材，全县义务教育学

校小学“七室”、中学“十室”全部配备到

位，达到省定标准。校园文化建设上，

推陈出新一校一品，亮点纷呈。

今年规划薄弱学校改造项目 17个，

资金 2000万元，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

投入 6600万元购置电脑、多媒体、实验

仪器等设备，全部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

件。全县教育基础设施得到夯实，办

学条件空前改善，为实现城乡中小学

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月 18
日，通过了市教育局的复核检查，4月
25日又顺利承办了全市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现场会，6月 18日至 20日，省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组对该县 69
所迎验学校中的 12所进行了抽查评估

打分，抽查学校评估得分均在 85分以

上，对 11所中小学校及实施现场进行

了巡视巡查，初步通过了省义务教育

评估验收。

课上书声琅琅，课下笑声荡漾。如

今，漫步在南召的每一所学校，校园均

呈现出课堂宽敞明亮、专用教室功能齐

备、文化氛围积极上进、绿树红花生机

盎然的可喜局面。

三年来，南召县通过县内招教、特

岗招聘补进中小学教师 592名，为城区

中小学扩容公开选调教师 189名。累计

开展国培、省培、特岗教师素养提升三

大模块 30个批次的师资培训，培训中小

学教师 6000人次，有效提升了教师专业

化水平。

完善中小学教师长效补充机制，多

渠道补进教师。2019年，在全县教育系

统返聘退休教师 38名到义务教育学校

任教。面向县外引进南召籍在编在岗

教师到该县缺编中小学任教。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 253名中小学教师，有效激

发了教师队伍活力。②12

丝尽烛化意更浓 杏坛弦歌续新篇
—南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综述

市二十二中

品戏曲学传统文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孟新生）金风

送爽，丹桂飘香。市二十二中举办以

“传承民族文化，抒写爱国情怀”为主题

的文化艺术节活动。

在这次文化艺术节活动中，市二十

二中联合市曲剧艺术中心，为全体师生

呈上了一场传统戏剧文化盛宴。节目一

开始，学生们就整齐有序地挥舞着小红

旗，兴高采烈，大声欢呼。在戏曲进校园

环节，市曲剧团为师生们献上了《生旦净

丑》《绣红旗》《沙家浜》《五世请缨》等多

姿多彩的节目，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欢呼

声此起彼伏。市曲剧艺术中心的老师们

在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形神兼备的唱腔

中，融入传承民族文化的爱国情怀，与学

校师生一道分享戏剧韵味、品味戏剧魅

力、陶冶高尚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

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市二十二中

师生展示环节，活动现场掀起新的高潮，

进入大家眼帘的精彩节目一个接着一

个，欢呼喝彩声一波接着一波。

重温经典艺术形象，演唱爱国主义

歌曲，不仅是一种追忆、一种传承，更是

在精神上感受一种激情、汲取一种力

量，激励每一个二十二中师生带着对祖

国的爱、对学校的爱、对梦想的追求共

筑中国梦。②12

市十七小师生到市干休所为老干部们表演精彩的歌舞及戏曲，并为老干部们送

上鲜花和慰问品，表达十七小师生浓浓的祝福 ②12 全媒体记者 谢 康 摄

园丁心语

回来吧，爸爸妈妈
市十六小 王佩钰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生下我，却不能常陪伴我，是爷爷

奶奶一直照顾我。

我的妈妈，温柔、善良，关心我的学习，但她在重庆打

工，挣得钱多，能买我最爱吃的零食、漂亮的新衣、喜欢

的玩具。我的爸爸在福建打工，也比在南阳工作挣得多。

我过生日时，他们会给我钱让我买喜欢的生日礼物，平时

也给我买好多零食。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我有时好想他

们。

爷爷奶奶对我很好，但我总感到缺少父母的爱，我对爷

爷奶奶的依赖和爱超过了对父母的。以前我不知道原因，现

在我知道了，是因为在外地的父母给不了我随时触手可及的

温暖和爱。哪怕是你们的唠叨和责骂，我也想听听，你们给

我的只是物质上的东西，没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站在我的身

旁，给我爱的温暖和拥抱。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离开，让我

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呀！多回家看看、陪伴孩子吧。说

不定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也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你们。请你

们换位思考一下也会明白：当时你们的孩子是多么寂寞，多

么缺少一份温情的关爱和一个家庭的氛围。

在遥远的外地打工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想你

们！你们能不能回来在南阳打工，我多么需要你们呀！我想

和其他孩子一样天天和你们在一起。

女儿盼你们回来！回来吧，我的爸爸妈妈！②12
（指导老师：赵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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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十一学校西校区举办“课堂常规暨队列展演”活动。读书写字环节中，学生们整齐划一，声音洪亮，展现出高效生动的

效果 ②12 通讯员 张 哲 摄

□扈书峰 马庆科

9月 26日，南阳日报、南阳晚报、南

都晨报及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新媒体正

式推出“魏书生教育讲座暨首届名校教

学观摩活动”启事。

在国庆长假后的一周内，千余张入

场券，仅余不足百张。这充分彰显了我

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的重视，各

级各类学校对教师成长的关爱和全市

教师的学习积极性。

南阳历来是崇文重教之地，有耕读

传家的优良传统。进入新时代，我市提

出了要坚定不移地下好教育优先发展

的“先手棋”。下好先手棋，离不开优秀

人才的培育。而育才必须从育教开始。

培育优秀人才、储备人力资本，是

一个地方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和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途径。教师是立教之本和

兴教之源。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支

持引导学校常态化开展教师业务培训，

鼓励校际之间开展业务研讨交流，可有

效规避教师“能力不足的危险”，培养打

造出一批具有远见卓识、思维创新的名

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从而带动提升

全市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学校通过建立科学化、人性化的培

训体系，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短期与中

长期等多种培训方式，把以理论知识为

主的培训转变为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

的全面培训，注重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

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帮助教师更新教育

观念、优化知识结构，形成自己的教学

风格和特点，逐步实现由单一的教学技

能培训向综合素质培训的转变。

总之，教师培训工作是一项全局

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是保证教师

永 远 蓬 勃 向 上 、 不 断 进 取 的 最 佳 方

式，一所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一流的师

资队伍，任何一所学校都应坚持以全

新 的 理 念 办 学 ， 构 建 科 学 的 培 训 模

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支持力度，增

加培训经费，让教师在培训中不断开

发潜力，超越自我，真正做到创新、

务实、知行合一。②12

崇 文 重 教 蔚 然 成 风

南阳成名艺术学校到南召县南河店镇延岭沟小学，捐赠价值 4万元的办公用品，

教学生们舞蹈、跆拳道、古筝，让孩子们感受艺术魅力 ②12 通讯员 王 云 摄

爱国教育，每时每刻
□李学红

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适

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作为一

名班主任，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全校师生为了迎接新

中国成立 70华诞，举行了队列队形及广

播操比赛和歌咏比赛。

首先，队列队形及广播操比赛。在体

育课上，体育老师认真地培训每一位学

生，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地训练，班主任

跟着维持秩序，纠正不规范动作。操场

上，师生们汗流浃背地训练。课下，对于

那些做操不规范的学生又做耐心训练。

经过两周的艰苦训练，9月 27日上午比赛

圆满结束。当学校宣布四八班第一名时，

孩子们欢呼雀跃，激动万分，有一半的孩

子竟激动地哭了，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了

荣誉的来之不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非常艰难的，实实在

在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次，歌咏比赛。音乐老师耐心、细心

地一句一句教孩子们歌唱，每一句都能反

复教唱四五遍。班主任在下面维持秩序。

每天放学回家，孩子们背歌词，上课预备

前，孩子们跟着音乐学唱。我们班有 10个

舞蹈演员，舞蹈动作我们请来了外面的舞

蹈教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孩子们不

厌其烦地训练。每位学生都是尽其所能地

为班级奉献，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这两项比赛，都是对孩子们心灵的

洗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更加发

奋努力地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祖国

对我们的关怀。②12

中国梦，我的梦
□郭 丛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迎来

了祖国七十岁华诞。

在学校如火如荼准备歌唱祖国文艺汇

演中，我班的节目歌伴舞《中国话》最终入

选。几个女孩子高兴得欢呼雀跃，从编舞

到歌唱，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练习。天

气炎热，时间紧迫，又不能耽误学习时间，

可是她们毫无怨言，我也被她们感染，帮她

们挑选服装、买扇子……由于代沟太大，在

选择衣服上我们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最后

折中一下，选择了都满意的服装。可是扇

子邮回来后，发现质量不尽如人意，无奈又

退货了，于是我就跑到校外各处去寻找合

适的扇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把所有

的道具都准备齐了，大家的节目也排练得

差不多了，只等第二天的演出。

中国梦，我的梦。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

想而努力奋斗，舍小我为大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实现中国梦，我们在行动！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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