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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帮助就业难学生找岗位
周口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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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俊豫 实习生

陈甜甜" 为拓宽残疾毕业生就业

渠道#促进残疾毕业生顺利实现就

业#

"

月
-/

日上午#周口师范学院

招生就业处有关负责人亲自护送

/

名身体虽有残疾但品学兼优的

毕业生到郑州参加由河南省教育

厅$人社厅$残疾人联合会等多家

单位联合举办的
.4-.

年河南省高

校残疾毕业生就业专场双选会%

当天上午
5

点半#为了让学生

们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实力#找

到理想的工作#在从学校出发的路

上#周口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刘颖

副处长还不忘为大家再次进行应

聘培训%这
/

名学生分别来自中文

系$数学系和美术系#虽然自身有

不同程度的残疾#但他们一路上从

未表现出一丝怯懦#相反却非常的

阳光$健谈%

事实上# 由招生就业处有关

负责人护送这几位毕业生参加就

业专场双选会# 仅是该校帮助就

业困难学生实现就业的一个缩影%

周口师范学院一贯重视毕业生就

业# 尤其是残疾及其他就业困难

毕业生% 学校不仅对学生进行心

理辅导# 教他们如何进行职业规

划和应聘指导# 而且鼓励学生积

极参加招聘活动%

践行科学发展观 实现教育新跨越
!!!访市人大代表"淮阳中学校长郑现清

记者 侯俊豫 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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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对全市过去
"

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进行客观全面的概括#对当前面临

的困难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透彻#提出的今年工作目标科学

合理#符合周口实际% 可说是一个

聚民智$集民意$凝民心的报告% '

市人大代表$淮阳中学校长郑现清

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教育界

人大代表#我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

教育指导精神 # 及时调整工作思

路# 紧跟周口教育前进的步伐#在

实际工作中我更感觉到自己肩负

的重任%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 随着办学格局的多样化#淮

阳县高中教育已经走上了跨越发

展的快车道% 作为公办高中的淮阳

中学肩负全县人民重托#乘教育改

革的春风# 短短五年迈出五大步%

从
.66/

年高考一本上线的
.%"

人#

到
.6--

年全校一本合计上线的

#%5

人# 无不见证着淮阳教育发展

的光辉成就%

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周口的

教育还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多做些

工作(

一是稳定公办学校教师队伍%

政府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做好规划#

不断提高教师待遇#留住人才% 公

办学校办学的条条框框太多#束缚

了发展的手脚#希望给予更加灵活

的办学外部环境#让公办学校发挥

自己固有的优势%

二是强化教师培训工作% 为保

证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应该

划拨专项资金#多渠道组织教师参

加培训学习#走出去#请进来#不断

优化教师结构#促进教师素质不断

提高%

三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管理力

度% 我市农村小学初中教育目前不

容乐观#转正的民师临近退休#新分

大学生下基层工作还有难度# 农村

师资得不到保证#难以保证质量%

总之 #希望市委 $市政府对我

市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予以足

够的重视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教

育资源投入 # 稳定教师队伍 #逐

步改善教学设施 #提高公办学校

的教育水平 #推动我市教育事业

以及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

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而努力
!!!访市人大代表"项城一高校长林伟明

记者 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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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令人精神振

奋#倍受鼓舞% '市人大代表$项城

一高校长林伟明见到记者开门见

山地说#&报告高屋建瓴 # 主题鲜

明 #目标明确 #关注民生 #重视教

育% 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代表#我

感受很深#决心在今年的工作中认

真贯彻落实#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而努力#为建设和谐周口做出应有

的贡献% '

谈及近年来项城教育的发展#

林伟明说#近年来#项城教育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

下#发展迅速#教育教学质量连年

攀升#特别是近两年 #市里对教育

支持力度更大# 组建了教育园区#

这为学校招聘高素质和高学历的

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谈及今后的发展打算#林伟明

侃侃而谈% 他说#两会结束后#我一

定要把人代会精神迅速传达到每

个教职工中去#鼓足干劲 $抓好落

实% 首先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以

&学生满意不满意$ 教师赞成不赞

成$家长认可不认可 '为标准开展

工作% 二是进一步深化课堂改革%

不仅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遵循教

学规律#而且还要打造与学校实际

相符合$与学科实际相符合 $与学

生实际相符合的高效生本课堂#力

争教学效果最大化#学习效果最大

化% 三是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 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学识

渊博$治学严谨$视野开阔$结构合

理的师资队伍% 四是进一步推进素

质教育% 要创新德育方法#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切实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能

力$生活上的自理能力 $品德上的

自律能力# 打造校园文化品牌#构

建与当代实际相符合$与青年学生

思想特点相符合的学校德育教学

模式% 五是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今后一定转变发展模式#力争

实现内涵式和外延式协调发展#走

学生成才$教师成长 $学校发展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展望未来 #林伟明信心十足 %

他说 #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教育的

发展提供了平台 % 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一定抓住周口 $项城快速

发展的重大机遇#立足本职 $务实

重干 # 把教育当成关乎民生的大

事业去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把

项城一高办成享誉中原的精品学

校# 为建设和谐周口做出应有的

贡献)

牢记使命 情系教育
!!!访市人大代表"淮阳一高校长王业生

记者 皇甫秀芹 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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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表就要为人民负责 # 为教育负

责)' 周口市第三届人大代表$ 淮阳第一高级

中学校长王业生是这样说的# 同时也在积极

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王业生是淮阳县第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河南省第十一届人大

代表% 他是全国 &十佳' 中学校长$ 国家级

优秀教师$

.66#

年中国教育杰出人物$ 周口

市第一届 &十大名优校长'% 作为一名教育界

的代表# 王业生时刻关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时刻不忘履行代表职责# 他经常深入乡村进

行调研# 倾听群众意见# 提出了许多教育方

面的议案$ 建议%

王业生认真参加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组

织的各项活动% 他始终认为#一名合格的人大

代表就必须把履行代表职责这一 &分内事'做

好# 不愧于人民代表这一光荣而神圣的称号%

为此#他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加活

动#依法履行职责*经常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

见#反映群众呼声#并能正确处理代表职务与

本职工作关系#真正做到恪尽职守#努力践行

&人民代表为人民'的诺言#切实发挥一名人大

代表应尽的职责%

作为一名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王业生提

出了许多涉及教育发展的议案% 如&整合教育

资源#均衡控制办学规模#使教育步入有序竞

争的良性循环'$&关于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

立法'$&从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转变的建议'

等
$6

多条议案# 这些建议和意见有很多被采

纳# 并得到了省市县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相

关问题都相继得到了落实#同时#这也对促进

淮阳乃至周口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为此#王业生也多次受到各级人大部门的

表彰#先后获得&提出好建议优秀代表'$&周口

市优秀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

面对今后工作#王业生表示#他将继续不

懈努力#不断进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做群众

满意的代表%

召开!转变干部作风"创优发展环境#动员大会
淮阳县教体局

!!!!!!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县教体局

召开了全县教育系统&转变干部作

风$创优发展环境'动员大会%会议

围绕转变干部作风$ 提高工作效

能$切实创优发展环境进行了动员

和部署% 局领导班子$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以及各乡镇中心校$局直各

学校负责人近
.66

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教体局局长刘伯俊要求

全县教育系统干部职工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是要充分认识&转变干

部作风#创优发展环境'的紧迫性

和必要性%教育系统的干部作风如

何#直接关系教育形象#关系教育

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作风的好坏

也是衡量一所学校发展环境优劣

的重要标志%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转变干部作风$创优

发展环境的重要意义#对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采取措施#认

真加以解决% 二是要准确把握&转

变干部作风$ 创优发展环境' 的

工作目标和重点% 环境建设是一

项系统工程# 涉及许多深层次因

素# 需要标本兼治# 更需要长抓

不懈% 三是要全面强化工作措施#

严格考核奖惩机制% 同时# 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 转变作风# 创优

环境# 真正使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的过程成为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的过程# 成为完善措施$ 改进工

作的过程# 成为优质服务$ 优化

环境的过程 # 使转变工作作风 $

创优发展环境成为全教育系统自

觉行动% 要进一步落实责任# 严

格职责# 树立形象# 推动全县教

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确保今年各

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向县委$ 县

政府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杨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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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夕'周口市第三幼儿园配合课堂教学'组织儿童编排趣味游戏节目'进

一步培养孩子们的表演才能( 图为幼儿在课堂上排练文艺节目)

李娜 摄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