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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青年教师成长!加强青年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近日!郸城一高召

开新进青年教师交流会!与会青年教师分别畅谈了工作感想和体会!交流了思想"经验!收到了良好效果#

图为会场全景$ !王雪涛 摄"

部署春季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商水县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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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 # 商水县

.4-$

年春季职业学校招生工作会

议在商水二高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中心校校长#

职业学校校长#各初中校长及初三

年级班主任共
$55

多人参加了会

议% 该县教体局局长李忠及局其他

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了会议%

会上#李忠强调#职业教育工作

是该县教育工作的一大亮点# 也是

为全县经济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的重

要途径#事关民生大计%大家一定要

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创新思路#迎

难而上# 确保全省职业教育强县这

面旗帜不倒#确保连续
./

年全市对

口升学第一的位次不减%就
.5-$

年

春季职业学校招生工作#他要求#一

要强化组织领导% 各乡镇中心校要

成立相应组织#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对职校招生工作统一领导$ 统一计

划$统一宣传#确保完成招生任务%

二要强化宣传效果%各职业学校$中

心校及初中学校要加大对职校招生

的宣传力度# 正确引导初中毕业生

和家长准确进行自我定位# 树立正

确的择业观# 使更多的学生选择职

业教育#合理选择所报学校和专业%

三要强化目标落实% 各初中学校要

出台方案#层层分解任务目标#层层

签订责任书#人人肩上有指标#个个

抓招生# 全员促落实% 四要严格督

察#奖优罚劣%县职业学校春季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对各中学的招生工作

每日通报# 不定期到各中学进行督

察& 要把职业学校春季招生工作作

为各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目标管理

的重要内容# 作为年度考核和奖励

的主要依据之一# 招生工作结束后

奖优罚劣# 进一步完善职业学校招

生的激励机制# 确保圆满完成职业

学校春季招生任务%

%戚二中&

下基层 解师难 暖师心
鹿邑县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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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鹿邑

县教体局局长魏凤山陪同市教育

局领导深入到该县部分身患重病

的教师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为他们送去米$油$面等生活必须

品和慰问金# 并提前向他们送上

新春的祝福%

在县一高教师陈艳丽和太清

宫镇教师梁桂兰家中#慰问组一行

详细询问了她们目前的治疗情况

和生活情况#安排所在单位要关爱

和照顾她们的生活#积极帮助他们

解决在生活和治疗期间遇到的困

难#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同时

希望她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坚定

战胜疾病的信心#鼓足战胜疾病的

勇气#勇敢面对生活% 寒冬中的温

暖问候#使接受慰问的病困教师及

其家属深受感动#进一步增强了战

胜病困的信心%

据悉#鹿邑县教体局还对全县

特困教师情况进行了摸底统计#建

立特困教师档案#组织县教育工会

和各乡镇中心学校开展 '进师门$

知师情$解师难$暖师心(走访慰问

活动#落实对特困教师家庭的各种

帮扶措施#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好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帮助

特困教师家庭能够过上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 %冯伟&

为田口乡二中办实事
西华县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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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西华县教体局局

长马家斌和田口乡党委书记赵冬

一行来到田口乡二中#就该校新校

园的规划和重建#现场办公%

田口两所中学合并后#田口二

中的学生急剧增加#寝室和食堂严

重老化#教学硬件的落后严重制约

着二中的快速发展 # 校园重新规

划#迫在眉睫% 经学校申请#该县教

体局和田口乡党委$乡政府及时受

理并高度重视%

在田口二中#马家斌和赵冬边

看边问#充分了解学校发展的瓶颈

问题# 针对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共

同商讨解决方案#确立了春节后新

建容纳
-%55

人$ 建筑面积
./55

平

方米高标准学生寝室楼和
--55

平

方米现代化餐厅的目标%

此次现场办公是领导干部'下

基层 听民声 解民难 办实事(的

突出体现#为田口教育未来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该校师

生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勇

气#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蔡光宇 袁军舰 张科&

以史为鉴 弘扬美德
王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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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

民族有着优良的传统美德%修身养

性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项主要内

容#所以传统美德教育是现代历史

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学历

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

育#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师面临的一

个重要课题%下面结合我的工作实

践#浅谈几点体会%

一!忠于祖国"胸怀天下

从战国时期屈原的 '长太息

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北宋

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 (&从南宋陆游 '死去原知

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到明末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晚清林则徐的 '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以祸福趋避之(到民国初年

周恩来的 '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

时(等等#这些都渗透着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 在历史教学中突出忧国忧

民$以史为鉴的教育#能使学生认

识到 #无论何时 $何地 $何种情况

下# 作为一名中国人始终要以祖

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尤其要从

小立志#使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

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紧紧相连%

二!坚定信仰"树立正义感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

取义也%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

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可见#

在古人先贤看来# 生命诚可贵#信

仰价更高#二者矛盾时#为了保持

信仰和气节# 应该献出自己的生

命#这集中体现了古人生死观的崇

高追求和高贵品格% 历史上#无数

的英雄人物如文天祥$ 邓世昌$谭

嗣同等等# 正是由于他们忠于信

仰#坚定信念#敢于舍生取义的崇

高品质#才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

业绩#留名青史#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后人%

三!百折不挠"奋发向上

中国古代文明# 名扬四海#中

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艰苦

奋斗#奋发向上#为人类造福的实

例举不胜举% 北宋范仲淹#青少年

时代#虽家境贫寒#但立志成才#刻

苦好学#磨砺自己的意志#为官后

忧国忧民#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权

贵#为改革朝政#费心尽力#呕心沥

血%明代李时珍为解除广大劳苦人

民的疾病苦难#历尽艰辛#寻遍千

山觅草药#

.6

年中走遍大江南北#

终于写下近
.55

万字的 *本草纲

目+#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还有

张衡$ 李冰$ 华佗等等无数的历

史人物和革命先烈# 他们为了民

族# 为了国家# 敢于面对困难和

挫折# 坚韧不拔# 奋发努力# 最

后作出了光辉的业绩# 为中华民

族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

历史教学中应注入时代的血液 #

使学生不断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利

益而献身的精神%

四!忠实诚信"立身之本

人生在世#必诚必信% 自古以

来# 我国人民就非常重视诚实守

信#故有'诚实贵于珠宝#守信乃人

民之珍(的谚语流传% 在两千多年

的历史演变中#诚信逐渐成为一种

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论语+

中说)'言忠信#行笃敬#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可见一个人如果没

有信用# 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新时期# 作为历史教育工作

者#我们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方针

为指导#积极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认真按照'八荣八耻(道德规

范为中心#加强对学生的传统美德

教育#为建设和谐社会$文明社会

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华县城关中学&

!"部门联手抓校车安全
川汇区

!!!!!!

本报讯 !记者 徐启峰 通讯员

孙冠华"近日#川汇区政府牵头#召

集公安 $交通 $消防 $安监等
-!

个

部门共
.-

家单位的相关负责人 #

建立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从制度上确保校车运行安全%

近几年 #每到冬季 #学校安全

事故处于高发态势#校车安全事故

尤其突出% 川汇区校车安全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旨在统筹协调

全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掌握全区

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分析校车

安全工作形势#研究拟订相关政策

措施&协调解决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有关重要问题#指导和督促各中小

学!幼儿园"贯彻落实*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 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组织开展校车安全管理

专项督察%

联席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按

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校车安全管

理有关问题#加强沟通$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校车安全管理

工作% 川汇区辖区内所有校车及其

驾驶员必须到区教体局登记#并经

公安交警部门审批% 没有在教育$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校

车#必须主动到教育$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申报$备案登记并完善相关

手续% 在没有完善相关手续之前#

所有校车一律停止使用% 如发现仍

在私自接送学生#由公安和交通部

门立即查处$扣留% 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要建立校车管理的长效机制#

定期不定期对接送学生车辆进行

检查#以确保学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