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在白河第四橡胶坝施工现场看到，部分坝段橡胶袋已
经安装完毕，工人正在对最后一段坝基和船闸进行施工，预计 6 月中
旬主体工程将全部完工。 ②5 本报记者 王林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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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白河”今晚八点上演
本报讯（记者高 雪）今晚

8 时，“唱响白河” 群众文化演
出活动南阳市教育局专场将在
南阳市民服务中心广场（范蠡

东路与南都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路南）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 市文明办主办，

市教育局、 南阳电视台承办，
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欢迎市民朋友届时前往
观看。 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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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五届十六次全会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穆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坚持“四一二”工作大局，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忠诚
担当，开拓创新，努力为建设大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
阳作出积极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
六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王秀云）5
月 27 日， 中国共产党南阳市
第五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
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市委书记穆为民主持会
议并讲话。 市委常委王智慧、
原永胜、李建豫、史安平、王新
会、景劲松、王保华、张生起、
杨韫、吴刚以及市委委员和市
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韫
就《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南阳
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草案）作说明。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南
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定于
2016 年 8 月下旬在南阳市召
开。

穆为民强调，统一思想，
精心准备。 这次集中换届，各
级党委（党组）特别是每位领
导同志， 要切实把抓好换届
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
务，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
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报告，
绘出思路清、任务明、措施实
的好蓝图。 要精心组织好人
事安排， 选出一批忠诚干净
担当的好干部。 要注重梯次
配备， 配出一批结构优功能
强的好班子。

穆为民要求，严肃纪律，
严格程序。 换届风气是一个

地方政治生态的“晴雨表”，
一定要把维护良好换届风气
作为一场硬仗来打。 要突出
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让各级干部懂规矩、知敬
畏、存戒惧，增强遵纪守法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把纪律
和规矩挺起来， 筑牢选人用
人的纪律防线， 维护换届工
作的严肃性。 要把“严”和
“实”的要求贯穿始终，严防
用人失察、“带病提拔”，确保
换届风清气正， 打造政治生
态上的“绿水青山”。

穆为民指出， 注重统筹,
“两手抓、两不误”。 要坚守岗
位、履职尽责，一手抓集中换
届、一手抓中心工作，以发展
的实际成效检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成果。要打好改革发
展稳定硬仗，要紧盯发展第一
要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保目
标，确保上半年时间、任务“双
过半”。担起稳定第一责任，坚
持发展为民理念，抓好“十项
重点民生工程”落实，提升城
市“双创”水平，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穆为民强调， 要通过换
届，换出团结、换出干劲、换出
和谐，换出心齐气顺劲足的好
气象，换出南阳各项事业蓬勃
发展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国共产党南阳市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②5

如新集团捐赠厚碾盘小学 30 万元

用于改善校舍环境
本报讯（记者高 雪）5

月 27 日，在省市工商局相关
领导带领下，如新集团来到镇
平县王岗乡厚碾盘小学进行
捐赠活动。此次如新集团向厚
碾盘小学捐赠 30 万元，用于
建设学生宿舍楼及改善校舍
环境，为学生们创造一个更加
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还向
学生们进行书包、水壶等文体
用品的捐赠。

据了解， 厚碾盘小学自
2004 年以来被定为国家扶

贫项目 ， 目前教工人员 10
人，就读学生 150 人左右，学
校学生就读环境艰苦、 设施
简陋，学校条件亟待改善。 厚
碾盘小学是如新集团在河南
资助的第 1 所如新小学，也
是在中国资助的第 23 所如
新小学。 自 2003 年 9 月开
始， 如新集团开启了如新小
学慈善项目，进行捐资助学，
目前已帮助了 2.4 万余名贫
困儿童， 将善的力量不断传
承下去。 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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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22 中名师谈 2016 初三物理复习攻略———

功夫下在查漏补缺上
□本报记者 王秀云

考生们已进入中考的冲
刺阶段，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已拉开了序幕。如何在这场战
争中胜出，成了摆在家长和同
学们面前的一道考题。对于物

理这一学科来说，如今你是否
仍有畏难情绪?如果有，而你
又期望取得满意的成绩，不妨
听听 22 中名师沈双录的复习
攻略。

紧抓基础强化记忆
纵观十几年来的河南中招

试题，难题、偏题出题几率极低，
对这样的习题，应抱定这样的态
度：不刻意去寻找，如果见着了
经努力不会做，向同学或教师请
教，尽快弄懂会做，节约时间。而

难度较小或适中的基本题型在
每年的中招试卷中要占到百分
之九十左右。 基本题型会做了，
最少就能取得 60 分以上了（满
分 70）。

两年所学物理知识一下子

都记清不太容易。 死记并不是好
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知识
点、公式、概念、规律在课下练习
应用中、课堂听讲中记牢，尽量
少走神。 作业，要认真做，拿着研
究的精神来认真完成。

在纠错中查漏补缺
如果考生原来有一个好习

惯：用红笔纠错，并且保存很完
整。那就最好了，找出来，专看做
错的题。事半功倍，效果最好。中
招复习方法通常是：教师带领进
行单元复习，把知识点系统梳理
一下，检查有哪些知识点还没掌
握。 知识点系统梳理完之后，就
是模拟测试或练习，若总是在某
处出现错误、丢分，就是学习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
发现了薄弱环节不要慌，可

以先把课本上的基本知识复习
一下， 再找一张或两张练习题
（最好附带答案）。 记住，一定要
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以研究的

态度来完成它，而不仅仅是为了
完成任务。 然后自己、家长或老
师批改一下，看看到底哪里出现
了问题，在研究中熟练，在纠错
中查漏，相信很快就能把部分知
识补起来。 ②5

名师档案
名师：沈双录
学校：市 22 中
荣誉：中学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