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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考成绩揭晓!捷报传出"""市十二中赵彬鑫同学以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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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居中招

榜首!升入重点高中人数在城区名列前茅# 坐落在我市文化路南端的南阳市十二中!再一次为人们所瞩目#

粲然开放的鲜花!在夏日里尤显娇艳#氵育水之畔!寻常巷陌!这所学校有着怎样的底蕴!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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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孕育

了中招第一名惠彬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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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招第二名张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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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招第一名李蓓蓓!

!&#!

年赵彬鑫再次高居榜

首$ 一所优质中学!近四年出了两个中招第一名!不能不令人惊叹#

学生作业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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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招第一名赵彬鑫和任课老师合影

独玉原石拍卖公告
豫拍!!&#!"第 )&期#总 *'(期$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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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市富唐中州国
际饭店#

,+!

国道与独山大道交会处$

三楼会议室公开整体拍卖一批南阳
独山玉原石% 该批原石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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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每
一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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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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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采!品
相较好!颜色多为翠绿色!光泽优!具
有较大的保值增值潜力!是玉石投资
者的理想品种%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

向我公司咨询详情! 签署竞买申请
书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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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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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我公
司指定账户缴纳竞买保证金 #保证
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不成交者全额
无息退还! 竞买保证金须是竞买人
自有资金! 而非银行贷款或其他形
式借款性质的资金'!保证金到账后
持有效证件和缴款证明到我公司指
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凭竞买手续
参加现场展示%

展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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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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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0123-41

工商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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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

年
$

月
+"

日

南阳市商务局公示
根据省商务厅 (关于对中石化河南南阳石油分公司

!"+!

年度加油站网点规划预核准的批复)*豫商商贸函
5!&#!6,!

号$要求!现将中石化河南南阳石油分公司
!&#!

年度加油站网点规划公示如下"

规划地址

卧龙区环城高速独山上下口 *健康路北段 $

西峡县白羽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社旗县郝寨镇社太路口
沪陕高速内乡出口 *湍东镇东王营村 $

唐河县建设路与东环大道交叉口东北角
唐河县城郊乡唐泌路与新

,#!

国道交叉口西北角
桐柏县北环路与桐朱路交叉口
南阳市健康路与

,

号路交叉口
南阳市张衡东路与健康路交叉口南
南阳市卧龙区卧龙岗街道十二里河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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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 $

方城县城区券桥乡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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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南侧
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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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南阳大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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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茹俊华 殷淑娟

关键词%特色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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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阳市十二中!最先映入眼
帘的是学校门口竖立的展板% 展板上
镌刻着学校的校训 +雅行, 立德,笃
行- !展示着校报校歌.展板上!有校
长寄语!有教师宣言% 展板上还镌刻
着学校的办学理念 "+不唯上 ! 不唯
书!只唯实!求真,求善,求美% -这些
展板上的文图!书写着学校的精神风
貌%

教学楼对面! 幽静的小花园里!

+抚琴少女-雕塑优雅端庄.文化长廊
中!+仁-,+义-,+礼-,+智-,+信-名言
警句!诠释着中华传统美德%

校园一隅!以圣贤孔子为主题的
浮雕群!包罗+活字印刷术-,+司南-,

+竹简-等璀璨的中华文明.与之遥相
呼应的是那青春舞动的运动浮雕群!

蓝色的基调 !向上延伸的台阶 !一个
奔跑少年的背影!少年的正前方是一
轮红彤彤的太阳! 少年大步跨阶!昂
头奋进的姿势!仿佛在追赶太阳% 一
名初三毕业女生这样解释母校的浮
雕群"孔子浮雕群 !寓意学校教学贯
通古今中外文化 .运动浮雕 !寓意十
二中学子一步一个台阶!一心一意攀
登%

校园中央!在红色圆环形的跑道
内!青绿的草地上!一个行书的 +中 -

字!由数字
#!

组成!体现了十二中的
校名!又蕴含了+十二中就是中-的寓
意% +中-字的一竖似直立的粉笔!又
似燃烧的蜡烛!象征着十二中人一柱
擎天的工作干劲!勇挑重担无私奉献
的教学精神% 这是充满丰富内涵的十
二中校徽/

漫步十二中校园!+雅致为人!道
德立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比
聪明比勤奋!不比起点比进步- 00教
学楼,办公楼 ,教室随处可以看到这
样的标语%

浓郁的校园文化!浸润着十二中%

校园文化是教育的灵魂!一点一
滴都折射出十二中创办名校的决心
和信心%

今日之十二中 !先后获得 +书香
单位-,+作文大赛名校 -,+市教科研
先进单位-,+市学校思想工作先进单

位 -,+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等
三十多项荣誉!她已从一株柔弱小树
茁壮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从
不起眼的小不点跻身于南阳市名校
之列 !开始了她的美丽飞翔 !迎来了
她发展的春天%

关键词%勤于治教

+,-. /01%

鲲鹏因有了硕大的翅而一展万
里 ! 雄鹰因有了强劲的翼而搏击长
空!十二中这只大鹏以办学理念为脊
梁 !以班主任团队 ,学科组团队为双
翼!开始了她美丽的飞翔% 校长陈雅
丽的博客中!这句话置于题头%

$

月
$

日!星期六!中招取得骄人
成绩的十二中! 教师们依然在忙碌%

+学校组织老师分析总结中招成绩 !

为下一届的毕业班教学积累经验% 下

一届工作对我们依然重要00-性格
爽直,办事雷厉风行的陈雅丽校长嗓
音嘶哑着说!+十二中人!秉承1敬业,

奉献,厚德2的教风!我们的工作永远
是下一届% -

+我们的工作永远是下一届% -一
句大实话! 诠释了十二中勤于治教,

唯实求真的教风%

+一个学校的发展壮大 !首先靠
的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办学理念!它
是一个学校的魂 !是风向标 !是一所
特色学校的根基% -陈雅丽校长说!十
二中新一届校领导班子在

!&&%

年上
任时!就达成这样的共识!提出了+以
人为本-!一切以教师的成长!学生的
发展,成才为出发点!关注其需求!关
心其进步!+以实为本-! 教育教学齐
抓共管!不唯上!不唯书 !只唯实 !求
真,求善,求美%

唯实求真 !勤于治教 !十二中着
力打造班主任团队% 班主任是学校的

中坚力量,顶梁柱!是学生成长路上的
引航者,心灵的塑造者!班主任强则学
生强!学生强则校强%以班主任为核心
的教学团队!肩负着+让每一个学生享
受幸福的教育- 的使命! 他们精于备
课!深备教材!巧备教法!广备学生!耐
心细致地辅导!诲人不倦!因材施教!

作业批改认真细心 ! 落实四精四
必&&&精讲精练! 精批精改! 凡发必
收!收必改!错必纠!练必评% 同时!学
校引入竞比教风! 老师们在竞比中乐
于教研!教中研!研中教!虚心讨教!孜
孜以求!一丝不苟!团结互助% 老师们
举手投足间展现出的教育意蕴! 潜移
默化滋养学生全面成长%

古人云"供人以鱼!只解一餐.授
人以渔!终身受用%十二中在治学教改
中致力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从初一学生入学就开始!常年抓%培养
学生做预习笔记,课堂笔记,摘抄笔记
的习惯!措施是天天检查,批改!定期

展评% 培养学生专心听课!勤于思考!

善于提问!勇于回答问题的习惯% 培
养学生作业独立完成! 书写认真!家
长签字的习惯!天天检查落实% 培养
学生试卷分析与反思的习惯!不论小
考大考!都要求学生进行分析反思总
结% 培养学生每天坚持练字,阅读经
典名著的习惯% 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
生变拙为巧,化愚为智%

勤于治教!十二中人追求的是让
每一朵花都灿烂绽放%

关键词%培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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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发展 ! 教育质量是永恒
的主题 % 作为一所致力培育英才的
中学 ! 南阳市十二中一直在不懈探
索 , 不懈努力 % 对学生一生负责 !

对学生一切负责 ! 对社会负责 %

+教书是我们的工作! 育人是我们的
人生追求! 学生全面发展! 才是我们
的终极教育目标 %- 校长陈雅丽说 !

中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更要培养学生的思想, 品德, 文化,

身体, 心理等综合素质! 要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奠基% 而中学是人成长中最
为关键的时期! 决不能仅仅将目光瞄
准眼前, 对准分数, 紧盯苗子! 而是
要着眼能力, 放眼未来, 举目整片森
林%

这一理念! 成为十二中人教书育
人的信仰% 执著的信仰追求! 寄托在
缤纷多彩的培育活动之中%

十二中在教学中创新, 在变革中
求异! 不墨守成规! 不拘泥教条! 博
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 课堂类型多样
化! 教学形式新颖化! 教学方法灵活
化! 教师当导演! 学生当演员! 把课
堂还给学生! 让学生自主, 互动! 激
活学生的思维和兴奋点% 难怪学生们
说" +物理趣味实验课让我们一辈子
也忘不了! 化学实验课让我们心花怒
放! 语文实践课让我们百感交集! 数
学游戏课让我们异想天开! 历史课仿
佛是穿越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地理课
仿佛是坐在月亮船上漂流银河! 生物
课好像在跟胖胖熊跳舞%- 总之! 学
生们的激情在课堂上得到释放! 快乐
学习! 知识得到了积淀! 能力得到了
提升%

学校举行文艺汇演! 同学们热情
高涨! 许多同学把最美的歌声, 最动
人的舞蹈和小品奉献给大家! 分享快
乐% 在全市中小学运动会上! 十二中
女生组成的艺术方阵 ! 以整齐的阵
容, 激情四射的青春舞蹈! 赢得了全
场阵阵喝彩! 成为运动会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深受学生欢
迎! 也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赞许% 在
一场场别开生面, 形式新颖的趣味运
动会上! 全体师生积极参与! 师生在
生动活泼的文体游戏中 ! 放松了心
情! 丰富了生活! 感受了趣味体育的
魅力% 文体活动! 让学生们展示了才
能! 增进了友谊! 更加激发了他们学
习的潜能% 十二中就是这样! 让学生
多想, 多看, 多动! 以能力为核心培
养多样化的学生%

追求是一种深远的力量! 它孕育
了十二中拼搏进取的教育情怀 ! 正
是有了这种情怀 ! 十二中才能育人
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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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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