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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次示范课" 让人耳目

一新"感受颇多"受益匪浅#西华县

教体局举行的这次示范课" 真好$

必将对提高全县教学质量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这是西华县叶埠

口一中语文教师赵霞听罢示范课

后说的一番话# 近日"西华县教体

局在该县二高阶梯教室举行了全

县高中& 初中语文示范课观摩活

动#各乡镇初中及局直中学语文教

师
!"#

人参加示范课活动#

西华二高语文教师祝慧敏和

西夏镇二中语文教师张卫峰分别

作了 '唐山大地震( 和 '记承天

诗夜游( 示范课" 充分体现了语

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他们

引领学生走进文本" 在感悟中达

到情感升华" 生动诠释了以人为

本& 自主学习的理念" 转换传统

教学中的教师角色"采用多媒体辅

助教学"做好教师!导%的角色"让

学&导&练贯穿整个课堂中"引入小

组合作学习竞争机制" 学生自学&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交流合作成为

课堂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学生主

体地位和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实现

了教师作为参与者&引领者&咨询

者的角色转换#

此次示范课观摩活动"所有与

会教师遵守纪律&虚心好学&热情

高涨 "认真听 "仔细记 "被精彩课

堂所感染# !示范课%为他们开展

教学研究和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

交流与借鉴平台" 对教学起到了

引领和导向作用" 为推动全县课

堂教学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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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郸城县教体局

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精神"以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为重点"强力推行体育大课间活动"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构建了!阳光&

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提高认识"健全机制# 组织全

县中心校长&中小学校长 &体卫艺

专干学习'教育部切实保证中小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

定(等文件精神 "充分认识阳光体

育对增强体质健康的重要意义)出

台'郸城县体育大课间活动实施方

案(" 将大课间活动列入年终目标

量化考核" 强力推进活动开展"切

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时

间#

广泛发动"全员参与# 先后组

织观摩团到郑州金水区 & 重庆綦

江&焦作沁阳等地学习大课间活动

先进经验"不断发展完善自己# 各

中小学校长带头行动"任课老师共

同参与"结合学校实际开展体育大

课间活动"形成!学校统一领导&年

级全力支持& 班主任积极配合&体

育教师具体实施& 师生全员参与%

的管理格局#

科学安排"规范操作# 在保证

学校每周体育课的基础上"规定每

天上午&下午第二节课后各安排一

次
"2

分钟的大课间活动" 使学生

锻炼时间和运动负荷都能达到要

求# 同时"利用节假日对班主任和

体育教师进行体育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培训"规范大课间活动操作流

程# 两年来共培训
$022

余人*次+"

教师引导&指导体育大课间活动的

能力显著增强#

形式多样"突出特色# 各中小

学结合教师自身特长"突出学校特

色"按季节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

设计"选择开展手势操&健美舞&韵

律操&踢毽子&呼啦圈&自编游戏等

体育锻炼项目"着力增强体育大课

间活动的观赏性 &趣味性 "调动广

大师生积极性"让学生在运动中收

获快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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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让我们尊重生命"

热爱生活" 共同加入到反邪教的

行列中来 ) 让我们与文明同行 &

与正义同行& 与科学同行" 共同

营造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 为在

全市中小学师生中广泛开展反邪

教知识教育活动" 我市有关部门

联合下发了 '关于在全市深入开

展 !防邪知识进校园% 活动的通

知(" 倡议全市广大师生积极开展

!小手拉大手家庭拒绝邪教 % 活

动#

全市各学校充分利用校园网

站&广播&宣传栏&校报等宣传载体

广泛开展防邪教知识的宣传#各学

校还有计划地对广大教师进行动

员和培训"开设反邪教警示教育课

程"充分利用团课&主题班会和自

习时间"组织学生认真学习有关邪

教的宣传教育资料"并做到有专人

分管邪教警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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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师院

本报讯 *记者 陈军强 通讯员

侯捷+近日"周口师范学院举行!走

进青年学生内心世界%启动仪式"在

全校范围内深入开展 !走进青年学

生内心世界%主题活动#

!走进青年学生内心世界%活

动通过调查问卷&谈话谈心&对话

交流等形式"借助
**

群&微信&微

博&短信&论坛等新媒体手段"了解

青年学生所思所想"发现青年学生

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存

在的实际困难和心理问题"加强思

想引领& 人文关怀和心理健康辅

导 "为学生办实事 &办好事 &解难

事"切实帮助青年学生解决思想困

惑&心理疾患和生活困难#

本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深入课堂&宿舍&餐厅&自

习室&实验室&课外活动现场等学

生学习生活一线"了解学生实际生

活"加强与青年学生的交流"增进

了解和信任#用友谊&信任&情感因

素"真心实意帮助青年学生解疑释

惑&辨别是非&判断好坏"引导他们

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要求广大教职员工坚持教

书育人& 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每

月固定联系至少
$2

名普通学生"

同他们常联系&多交流"切实帮助

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要求机

关部门& 学生工作者工作重心下

沉"结对联系各个学院"帮助他们

指导开展学生工作)重点做好家庭

贫困&就业困难&心理存在疾患等

特殊群体的帮扶工作"为他们排忧

解难" 通过组织的关爱和温暖"帮

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树立生活信

心#通过开展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

活动"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

监测和评估"对于存在心理不适的

学生" 第一时间开展心理疏导"帮

助缓解他们的不良情绪& 学习&就

业和生活压力)要求学生工作部门

和各教学单位坚持以人为本"从感

情上贴近学生& 在工作中深入学

生"以!走进青年学生内心世界%为

抓手"全面了解青年学生中存在的

比较突出的思想和心理问题"认真

分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现状及亟待解决的

问题"制定得力措施"确保校园和

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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