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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周口市市直幼儿园
党员干部一行 19 人，来到位于
大别山的革命老区新县， 开展
为期两天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永远跟党走” 党性教育活
动。 图为党员们一起畅谈学习
心得。
记者 王珂 通讯员 白平 摄

王美子摘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申小梅艺术学院传喜讯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7 月 12 日
至 17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中国
文联戏剧艺术中心承办的全国性 、高
规格少儿戏曲展演活动———第 23届中
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在上海举

行。
7 月 15 日上午， 周口职业技术学

院申小梅艺术学院传来好消息， 该校
学生王美子表演的越调曲目 《李天保
吊孝》以 97.57 分喜摘中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金奖。 本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荟萃活动共有来自国内外的 174 个小
选手参加，表演的剧目涵盖京剧、昆曲、
越剧、评剧等近 30个剧种，其中包括巴
陵戏、歌仔戏、莆仙戏、泗州戏等稀有剧
种。

据了解，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活动是一项全国性、高规格的少儿戏曲
艺术活动，创办于 1997 年，每年举办一
届。 活动旨在培养广大少年儿童对传
统艺术的兴趣与爱好，每年参加选拔的
少年儿童约 1 万人。 ②10

一堂别开生面的师德教育课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王珂 通讯员

郭军辉)7月 13日，扶沟县教体局党组书
记、 局长翟连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为老
师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师德教育课。
来自全县各乡镇的近 300 名一线教师现
场聆听了师德教育课。

翟连生以 《做好老师 ，育健全人 》
为题 ， 从 “中央为何提出师德师风建
设、师德师风影响社会风气 、现在的社
会风气如何 、 中国古代对师德师风的
要求、现代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新

时代需要怎样的师德师风、国家如何重
视教师教育的发展 ”七个方面 ，用生动
的事例，朴实的语言 ，把 “做好老师 ，要
有理想信念、 道德情操、 扎实学识、仁
爱之心 ， 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
每一个学生身上 ”的理念 ，生动形象地
阐释出来。

翟连生说，好教师要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的学识、有仁爱之心；
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服从教育发展大
局，热爱学校、班级和学生；要立德树人，

必须努力提高自身修养， 自觉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不辱使命。 教师要做铸梦人，
担负起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圆梦人的崇高使命。
扶沟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张景说，

县教体局长给老师上师德教育课，这在
县教师进修学校是首次。翟连生列举了
优秀教师教书育人的生动事例，以教师
的视角， 阐述新时代好教师的标准，贴
近教师的生活，容易让人接受。 他像师
长、像朋友，没有架子 ，娓娓道来 ，如叙

家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老师们在
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师德的重要性。

扶沟县包屯镇陈岗小学教师张晓彤

说：“以前对班级里调皮捣蛋的学生感到
非常头疼， 束手无策。 听完师德教育课
后，我深受启发，以后要尝试发现差等生
身上的优点。好教师要爱学生，把学生当
成自己的孩子， 发自内心地喜欢每一位
学生。 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德、智、体、
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②10

������近日，周口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为爱而留，驻情为守”留守儿童教育关爱
服务志愿团队走进沈丘县刘庄店镇保金堂村，为当地留守儿童送去关爱与温暖。图
为志愿者秦万贺认真辅导孩子做功课。

记者 王珂 通讯员 刘海芸 摄

为孩子科学筹划“起跑线”
彭飞

进入暑假， 不少孩子反而比平时更
忙：除了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暑期班，有
的还要参与费用高昂的海外游学项目。
对孩子来说，快节奏、高强度的课程，让
暑假变成了“第三学期”。 而课程带来的
巨大花销， 也让很多家长感叹，“收入撑
不起一个暑假”。

一个争分夺秒、花费不菲的暑假，真
能达到家长们预期的效果吗？ 这背后反
映出的家长心态及培养方式， 值得我们
深思。有网友评价：“不少家长关注的，已
经不是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而是怎
样更早、更快地实现人生‘抢跑’。 ”5 岁
孩子长达 15 页的华丽简历让成年人自
叹不如，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学习电脑编
程知识，咿呀学语时就跟着早教上起“情
商课”……当人生的起跑线越来越靠前，
我们在惊叹身边出现一个又一个“牛娃”

时， 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孩子生
长发育的规律？ 是否存在透支孩子身心
健康的危险？

世间万物皆有时节， 孩子的成长更
是如此。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争夺 “起
跑线”现象，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成年人
的焦虑。 一方面，有的家长急于求成，对
子女总是抱有“过度期待”，以为只要增
加培训的数量或加大投入， 就能为孩子
打造成功的未来；另一方面，不少家长也
是出于无奈，倘若身边孩子都已“起跑”，
自家孩子却还在“热身”，未来在人生道
路上岂不是要“掉队”？ 这样的心态如果
走向极端， 就会在家长之间形成攀比、
“拼娃”的风气，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
急功近利的教育并非育人之道， 对个人
来说难以获得全面发展， 对一个国家来
说更难以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

教育的功能， 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 通过教育，一个人不仅要获得知识，
更需要收获健全的人格、开朗的性格、健
康的情绪。据此培养的孩子，才能获得过
上幸福生活的能力。 如果说在孩子教育
问题上真的有一条起跑线， 那这条起跑
线只能是健康、科学、理性并着眼长远的
教育。 有教育专家认为， 很多早教都是
“被创造出的需求”， 其实孩子最理想的
第一任教师就是父母， 在人生起步阶段
最好的课堂就是日常生活。 家长摆正心
态、尊重孩子成长规律，既重视智育也重
视德育，既重视言传也重视身教，才能为
孩子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然， 孩子的启蒙和教育是一项真
正的“系统工程”，一味苛责家长并不合
理，家长的许多选择也是外部环境使然。
比如， 评价孩子的标准如果只是唯证书

论、唯竞赛论，那么过多过滥的培训必然
呈现低龄化趋势。再比如，许多家长之所
以倾尽全力打造“牛娃”，追求一项又一
项“认证”，为的还是争取相对稀缺的优
质教育资源。 进一步构建更加科学、合
理的教育评价体系， 同时进一步做大优
质教育资源的蛋糕， 提升教育机会和教
育质量均等化水平， 才能从根本上扭转
不当的教育观， 为孩子们画出一条公平
合理的起跑线。

人生如一场马拉松， 教育不可能一
蹴而就。 家长们不必过度追求孩子成长
的“初速度”，更不必拔苗助长。通过包括
家长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努力， 回归立德
树人的教育初衷， 充分尊重孩子成长规
律，释放孩子的个性与天性，才能让他们
健康快乐地成长、扎扎实实地成才。

（原载《人民日报》）

多举措筑牢教师思想防线

西华县教体局

������本报讯 （记者 王珂 通讯员 李志

红 孙俊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进一步增强教育系统党员干
部廉洁自律意识，近日，西华县教体局
发出通知，严禁教育系统干部职工组织
参与“升学宴”“谢师宴”，扎实开展“升
学宴”“谢师宴”专项治理工作。

加强学习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该
局召开各乡镇中心学校、局直学校校长
和局机关各股室负责人会议，认真学习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
《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
众的八项规定》等相关文件精神，要求
层层学习宣传，级级传导压力，压实责
任，切实做好专项治理各项工作，不出
现违规组织参与 “升学宴”“谢师宴”行
为，不触碰底线、红线。

压实防范责任，构建惩防体系。 该
局联合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 与各
乡镇中心学校、 局直学校校长和局机

关各股室负责人签订不组织、 不参与
“升学宴”“谢师宴”、 不借机敛财承诺
书，并及时收集 、归档 ，建立反查工作
机制。 对顶风违纪、违反规定组织参与
“升学宴 ”“谢师宴 ”的党员干部 ，一经
查实，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党政纪处理，
绝不姑息。

创新监督方法，强化执纪问责。 由
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联合县教体局

人事股、办公室、安全办、审批股等相关
股室工作人员组成专项督察小组，采取
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监督检
查，同时公开举报电话。对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顶风违纪者，不但追究当事人
的直接责任，而且对履行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追责，
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加大曝光力度，凡因违规组织参与
“升学宴”“谢师宴” 受到处分的党员干
部，一律予以通报曝光。 ②10

万基杯“通江达海 魅力新城”摄影、短视频采风活动圆满结束
36名摄影师获奖

������本报讯 （记者 梁照曾 孙安平 文/
图） “快速发展的周口出现的新图景，为
摄影师的创作带来了灵感，深入生活的
摄影师们创作的作品震撼人心。 ” 在 7
月 12 日上午举行的万基杯 “通江达海
魅力新城”摄影、短视频采风活动颁奖
仪式上， 河南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河
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

更生这样评价采风作品。
此次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联合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河南中心举办

的万基杯 “通江达海 魅力新城 ”摄影 、
短视频采风活动 ，共收到摄影师采风
作品 1000 余幅 ，6 幅作品获一等奖 、
10 幅作品获二等奖 、20 幅作品获三等
奖 。

在新中国 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由
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联合新华社新闻

信息中心河南中心举办的万基杯“通江
达海 魅力新城”周口市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影像展，多元化地展示了周口的
发展成果。

万基杯“通江达海 魅力新城”周口
市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影像展从 6
月份开始面向社会，围绕“城市造梦、先
贤遗粹、老城拾遗、大地赠金”四大主题，
征集新老影像作品。 此次万基杯 “通江
达海 魅力新城”摄影、短视频采风活动，
是影像展的一部分， 征集活动将于 8 月
10日结束。 影像展由周口市万基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此次活动，新华社、新华网、中新社、

《工人日报》《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
商报》等中央及省市媒体的资深摄影记
者和河南省摄影家协会、郑州市摄影家
协会、洛阳市摄影家协会 、开封市摄影
家协会、周口市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们
共同参与。 从 7月 10 日开始，摄影师们
分成 3个组，围绕“城市造梦、先贤遗粹”
两大主题，利用两天半的时间 ，深入周
口各县（市、区），体验生活，感受周口的
新变化。

活动中，摄影师们灵感迸发，创作出
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作品。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新华
社高级记者 、 新华社河南分社图片总
监王颂，河南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 、河
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

更生，大河报影像视频部主任 、豫直播
总监陈晓东 ，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罗勇 ，市摄影家
协会副主席刘传生担任本次活动的评

委， 对 1000 余幅摄影师采风作品进行
评审。 最终，评出 6 个一等奖、10 个二
等奖、20 个三等奖。 一等奖获奖摄影师
分别为高山岳、 王峥、 平伟、 卢健、付
锐、和来贵，二等奖获奖摄影师分别为
马宝兰、霍亚平、魏文慧 、牛书培 、赵墨
波 、侯建勋 、谭豫增 、宋亚猛 、刘建华 、
张学功。

摄影师们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充
分展示了周口的风采 。 《周口日报 》
《周口晚报 》、中华龙都网将陆续刊发
这些优秀作品 ，以飨读者 。 ②10

拍摄花絮评审现场

颁奖仪式 摄影师拍摄泥泥狗艺人 摄影师到农村?风 摄影师拍摄沈丘县“非遗”文狮子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