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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学教师!在"教育时报#开设

专栏!专题讲述她与她的留守儿童学生

之间的故事$ 最近!郸城县实验小学教

师王西梅真情关爱留守儿童的事迹感

动了好多人!她因此被大家称为%留守

儿童的妈妈老师&$

!王老师"我要给你鞠躬啊# $

%西梅好!无私天地宽$ 爱洒留守儿

女心!情暖桃李盼亲愿$ 赢得几多赞$ &

这是一位老师写给郸城县实验小学教

师王西梅的一首词$

%作为教师!有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的!那就是像王西梅那样!用爱心给学

生输送温暖! 用奉献呵护孩子走向快

乐!触摸幸福$ &这是一位老师所写的学

习王西梅心得$

!""#

年!王西梅还在郸城县东风乡

大树张小学任教$ 父母常年外出打工!

寄养在外婆家的王梦娇! 正读一年级$

王西梅看她时常哭着想妈妈!很孤单很

可怜!就带她到家里和女儿一起!给她

辅导功课!买好吃的!带她玩$ 三年级

时!王西梅成了梦娇的班主任!梦娇的

姥姥身体不好!王西梅干脆就把梦娇接

到自己家!吃住在一起!给她妈妈般的

关爱$

到五年级时!梦娇的父母不好意思

再麻烦王西梅!就把梦娇送到一所寄宿

制民办学校$ 可梦娇只待了一个月!便

哭着还要跟着王西梅上学!王西梅二话

没说又把她接了回来$

去年 ! 王西梅调到郸城县实验小

学!王西梅又把梦娇带进了县城!和女

儿一起上学$ 晚上!接女儿和梦娇回家!

让她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早上!准时送

她们去上学$ 星期天!带她们买衣服'学

习用品$ 吃穿住用!两个孩子完全一样!

梦娇成了王西梅的又一个女儿$

今年春节 ! 知道爸爸妈妈回来过

年!梦娇可高兴了$ 当王西梅陪着梦娇

等到凌晨
$

点!终于等到梦娇的父母回

来时! 梦娇的妈妈流着泪说(%王老师!

我要给你鞠躬啊) 您对梦娇的好!胜过

对自己的孩子$ 您替我担当起了一个母

亲的责任!我真不知咋报答您$ 等梦娇

长大了!我一定不能让孩子忘了!也要

为您尽一个女儿的责任$ &

%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的留守孩

子!其实最需要的!还是父母的深切关

怀$ &王西梅说$

在王西梅现在的班上!诗诗原是个

叫人头疼的女孩!为一点小事!就会骂

人甚至打人! 班上很多男孩子都怕她!

她把语文老师的手抓破过!把数学老师

气哭过$ 王西梅知道!这样孤僻倔强的

孩子!多半是长期缺少父母关爱!想通

过自己的暴戾行为引起大家的关注$ 王

西梅就耐心地开导她!带她到自己家写

作业!推举她当%小老师&!让父母和她

时常视频通话!渐渐地!诗诗成了一个

积极'活泼的孩子!再没有了以前的乖

戾$

%你这当的是老师 "操的却是当娘

的心啊& $

!"%!

年!王西梅当时担任大树张小

学的校长$ 一天!她发现一个孩子从地

上捡起其他孩子扔掉的火腿肠皮子'饼

干包装袋舔着吃!她一阵心酸$ 原来!这

个孩子叫王曼路!母亲严重智障!父亲

每天带着
&

岁的弟弟外出捡破烂!一走

就是一天!曼路有时就吃不上饭!多是

邻居尹奶奶照顾她们母子俩$ 王西梅给

曼路减免了
%&"

元的学前班杂费!给她

买衣服'学习用品!拿钱让尹奶奶给小

曼路买吃的$

每到寒假!王西梅最放心不下的就

是王曼路$ 她和在乡供电所上班的丈夫

商量!买些东西去看望小曼路和其他几

个留守孩子$ 于是!丈夫开着三轮车!装

上衣服'鞋子'面包'饼干等去看望这些

孩子$ %你这当的是老师!操的却是当娘

的心啊$ 咱闺女要是看到你这样!该*吃

醋+了$ &丈夫幽默地说$就在半个月前!

王西梅在老家见到了小曼路的爸爸!得

知小曼路现在的班主任像自己一样时

常资助'照顾曼路时!王西梅放心了!又

买了面包'营养品让他带回家$

'未完待续(

李大庄乡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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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西华县李大庄乡中心

校提前部署!未雨绸缪!全力预防学生溺

水事故的发生$

一是乡中心校和全乡各学校' 幼儿

园及时召开会议! 传达上级安全会议精

神!部署落实本单位的防溺水工作$二是

各学校组织人员对辖区水域进行全面摸

排! 摸清学生上下学途经路段的水情特

点!对危险区域河'沟'坑塘做到心中有

数!并设置安全警示语$三是各学校组织

召开家长会!明确学校家长各方职责!形

成家校教育管护合力!并将教育部,致学

生家长的一封信# 印发给全体学生学生

家长! 家长在回执单上签字后学校收回

保存$四是各学校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

报'校园广播等形式进行安全常识教育!

增强自救自护意识和能力$ 五是严格落

实学生请销假制度! 坚持落实每节课课

前清点学生人数以及缺课追踪报告制

度$

!时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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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节到来之际#融辉城幼儿园举办$同一片蓝天#同样的童年%爱心捐献活动& 通过活动#孩子们懂得了关爱他人'懂得

了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体会到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同一片蓝天#同样的童年#孩子们的爱心行动会让福利院

的孩子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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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项城市首届%职业教

育活动周& 启动仪式在职业中专举行$

项城市教体局局长马忠平'副局长张锦

忠!各镇-办.中心校校长'各初级中学

校长'项城职业中专中层以上领导和在

校学生代表等
)""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

式$

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务院

决定! 自今年起每年
&

月的第二周为

%职业教育活动周&$ 首届%职业教育活

动周&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日!活动

主题为 %支撑中国制造! 成就出彩人

生&$

启动仪式上! 项城市职业中专布

置了展板 ! 宣传学校职业教育成果 '

专业特色及发展方向! 并设置咨询台

现场答疑解惑$ 在校的中专学生还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舞蹈' 快板等精彩的

文艺表演$

活动周期间!项城市共发放,河南

省初中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读本#

%"""

本和 ,致全省初中毕业生的一封信 #

!""""

张!张贴宣传海报
&""

份!帮助学

生客观认识自己!掌握职业生涯设计的

基本方法!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

观!正确选报志愿/项城市职业中专面

向学生' 家长和社区居民开放实验室'

实训室!安排师生演示职业教育实训活

动!并利用学校艺术专业优势!成立校

艺术团!深入驸马沟等地开展文艺进社

区活动和深入部分初级中学开展联欢

活动/在人口密集区域开辟为民服务场

所!举办%便民服务志愿者&活动!开展

电器修理' 汽车使用与保养知识推广'

职业礼仪展示'招生就业咨询'计算机

维修'花卉栽培技术'健康服务与咨询

等便民服务活动$

!张高峰"

教育视界组版编辑)韩志刚 陈军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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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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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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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鸿 通讯员 张振

宇.近日!周口二高
!"%&

年春季优质课

比赛顺利落下帷幕!由各备课组推荐的

%$

位教师参加了比赛$ 经过两天紧张

的比赛!孙伟峰'陈子慧等
#

位老师分

获一'二等奖$

这次比赛得到了学校各部门及各

位参赛老师的高度重视!从教具'课件

的准备到教学设计处处都体现了选手

们的匠心所在$参赛教师凭借扎实的教

学功底'娴熟的教学技能'幽默风趣的

教学风格'灵活多变的课堂'随机应变

的能力赢得了学生的高度评价!也给现

场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了周口二高教

师的风采!也充分展现了周口二高新课

改的优秀成果!连续二十四届的优质课

大赛已成为周口二高青年教师继续成

长的良好平台$

淮阳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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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英雄辈出扬人间大爱! 见

义勇为现社会真情 $ 近日 ! 河南省第

十二届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颁奖

仪式在郑州举行!

%%

名见义勇为模范

-群体.'

!"

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群

体. 受到表彰$ 淮阳一高毕业生纪岩!

淮阳一高学生高永超' 方正' 朱自宇'

徐凯五人被评为河南省见义勇为先进

群体 ! 省领导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和奖励$

!"%,

年
,

月
!#

日下午!一青年男子

走近一位
#"

多岁的老太太!突然伸手将

其手中的挎包夺走后逃离$ 因抢匪用力

过猛!老太太被摔倒在地$ 此时!目睹这

一幕的淮阳一高学生高永超等
,

名学生

来不及多想! 立即朝抢匪逃跑的方向追

去$ 追出
%"""

多米后!最终将抢匪扑倒

在地$ 随后! 他们把抢匪扭送到事发地

点! 寻找失主! 并将歹徒和包送到派出

所$当老太太赶到派出所得知情况后!当

即拿出
%"""

元钱表示感谢!被
,

名少年

婉言谢绝$ 他们大义凛然! 用勇气和善

良弘扬了浩然正气$

据悉 ! 此次颁奖仪式 ! 表彰的是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期间我省涌现出的见义勇为模范和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 本次表彰活动由省综

治委'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民政厅'

省军区政治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

联'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九部门联合主办!

旨在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激励全省

人民更加关心' 支持和参与见义勇为工

作!热心投入到构建%平安河南&的伟大

实践中来$ !钟成杰 豆纪锋"

郸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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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又是一年丰收季! 又是一

年高考时$ 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保障

高考安全有序进行!今年!郸城县将严

格执行河南省高考纪律新规! 同时细

化'强化高考常规管理!严格落实
%"

项

高考措施!确保高考%考好'安全&$

一是每考场配备
$

名监考员$其中

!

人来自外县!

%

人来自本县非高中学

校!严格执行高考回避政策!闸住考生

与监考串通渠道$

二是考点设立公安勤务室$ 对教

育'招生部门认定的替考枪手'作弊分

子及其他扰乱考试秩序人员!当即采取

治安管制措施!查明身份!依法依规及

时查处$

三是考生%裸考&进场$所用考试文

具由监考员发放!考生仅携带身份证和

准考证!其他任何东西不准携带!否则

将按考试违规违纪处理$

四是启用人脸照片自动比对系统$

今年高考结束后!省招办将使用人脸照

片自动比对系统!对考生入场照片与报

名照片进行复审$市县招办也将组织专

人对考生照片进行比对$

五是加强考试舞弊入刑宣传!震慑

舞弊行为$大力宣传,刑法#对高考舞弊

行为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对替

考'通讯工具作弊考生家长工作单位公

开曝光的处理规定! 加强诚信教育!树

立教师'学生和家长自觉抵制高考舞弊

意识$

六是开展高考舞弊专项治理工作$

严格落实省教育厅'省监察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
!"%&

年高考安全工作的意

见#和,关于在全省开展普通高考舞弊

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对高考舞弊

零容忍!对涉及替考等违规舞弊人员从

严从重依法顶格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七是严禁高二学生和高校在校生

报考$ 高考期间!高二年级优秀学生将

集中管理!使用指纹和头像验证设备签

到点名!严防高二学生替考$ 高二学生

和大学生如果违规报考! 一经查出!取

消今年考试资格和录取资格!并将违规

情况载入考生个人诚信档案!是高二学

生报考的!开除学籍!明年不得报考/是

高校在校生报考的! 通知其就读学校!

开除学籍$

八是严查违禁物品和身份验证$所

有考场将全部使用无线信号侦测阻断

设备!并继续使用金属探测器和身份验

证终端对所有进场考生进行违禁物品

检查和身份验证$

九是开展专项打击行动$ 教体局

协同工信' 工商' 通信' 公安等部门

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专项行动! 重

点打击考点内外串通涉嫌利用通讯工

具实施作弊的违法违规行为! 清除各

类网络涉及的高考有害信息! 对考点

周边不明无线信号实时监测 ' 阻断 !

对考区内宾馆进行拉网式检查! 严厉

打击不法分子$

十是强化监考员队伍的培训和管

理$对监考员实行集中食宿!封闭管理$

认真组织开展涉考人员的法制教育'道

德教育和技能培训! 培训合格方可上

岗$涉考人员有失职'渎职及其他违规'

违纪行为!将依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

严肃查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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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考生进场不能带

文具 ! 只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行了 $&

记者日前从省教育厅了解到! 为了保证

考试公平公正! 今年我省高考将首次实

行 %裸考&! 并严格实行现场监考和视

频监考 %双监考& 制度$

在近日召开的
!"%&

年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电视电话会上! 河南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加大考风

考纪管理力度! 今年河南省高考将首次

迎来 %裸考&! 考生不得携带通讯' 计

时' 计算' 存储工具和文具入场! 只允

许带准考证' 身份证进场$ 每个考场都

将悬挂钟表! 由考区负责统一解决考生

所需考试文具$ 至于文具是否需考生付

费! 以及考生能否带走等细节问题! 河

南省教育厅将会在近期的考务工作相关

文件中作出详细规定$

据统计 ! 今年我省将有
##.!

万名

考生步入考场! 和去年相比! 考生人数

增加了
,.*

万人! 而这也是生源大省河

南考生人数连续
)

年下降后的首次反

弹$

!"%&

年! 我省还将严格实行现场

监考和视频监考 %双监考& 制度$ 今年

普通高考全部使用标准化考场! 考场实

施电子视频监控! 并配置更新无线电信

号侦测与屏蔽设备和隐形耳机探测器

等$ 考试过程中! 各级电子视频监控系

统全程开启 ! 实行全程录像 ' 定时回

放' 分级抽检$

省教育厅厅长朱清孟说 !

!"%&

年

河南省重点加强从考生到考场等各个环

节的监管工作 ! %考生入场要进行指

纹 ' 照片 ' 身份证三对照 ! 发现异常

的! 由现场监考' 视频监考' 主考逐一

重点核验&$ 在县与县交换监考的基础

上! 每个考场配备
$

名监考! 其中第三

名监考为技术监考员! 主要负责考生身

份验证' 防范通信工具作弊等非常规性

监考事宜$

据了解! 我省日前已经展开打击销

售作弊器材专项行动! 对涉嫌用于考试

作弊的 %三无 & 电子产品进行执法检

查! 并对贩卖考试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

进行严厉惩处/ 对互联网上涉考有害信

息进行全时监控! 及时过滤' 封堵和删

除有害信息等/ 对各高校' 中学的校内

外和网络上的涉考小广告' 招聘枪手'

兜售试题答案等信息进行全面掌握和清

理$

高考期间! 我省还将采取有效技术

手段! 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的电磁环境!

对涉嫌考试作弊的无线电信号及时予以

定位' 查找和干扰' 阻断$ 河南省教育

厅强调! 凡是为考生作弊提供便利! 组

织' 参与或纵容群体性舞弊行为的一律

立案查处/ 凡是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

或向他人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 答案!

以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

考试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为! 将依法依

规查处$

!潘志贤"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特色专业)电子商务班 水晶石教育

地址) 周口市东新区大成路与周淮

路交叉口南
"!!

米路东

招生电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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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秀灵

!!!!!!

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

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 &良好的学习

习惯不仅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全

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且有助于形

成良好的学习品质$ 下面就本人在英语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提高教学质量谈一点体会$

一*树立英语学习信心"培养学习兴趣

自信心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一定

愿望的心理状态!是人们采取自觉行动的

心理动力源泉$ 因此!学生在学习时应树

立自信心!要能努力地去学!积极地去学!

主动地去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注重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要尽可能地通过多

种途径和机会激发学生的自信心$

此外!兴趣是一种积极的学习动力$

学习英语的兴趣越浓! 学习的积极性就

越高!学习 时效果就越好$ 在高中英语

教学过程中! 大多数材料都富有文化背

景知识$ 教师可借此涉及一些学生感兴

趣的知识! 在课堂教学中可加入适量的

游戏'竞赛/根据学生情况!把握难度!让

学生不断获得成功感并得到表扬和鼓

励/积极开展英语兴趣小组等等$

二* 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

在一次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告

诉我作业是必须按时完成的!但预习新课

就要看他们的心情而定$他们很少将新课

的预习工作视为%

/0123 4567

&$ 这说明学

生还意识不到预习的重要性$预习并不是

看一遍单词!读一遍课文$预习时!学生可

根据预习要求!借助于工具书'生词表和

课后的注释等有的放矢地阅读课文!初步

了解将要学的基本内容!能简要地说出课

文的主要意思/ 记录预习中的疑问词组'

句型和固定搭配/ 熟悉一下课后的练习!

以便掌握课文中的重难点$

三*培养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

英语老师应尽量用流利' 规范的英

语授课!并尽量使口语和体态语相配合$

学生对教师示范的语言材料要静听$ 无

论是课堂用语还是课堂的内容! 都要集

中注意听!不要急于做笔记或模仿$

教师要精心设计语言训练活动!让

学生积极参与大量的语言实践$如(英语

情景剧'角色表演'三分钟对话'讲故事'

分组操练'个别操练'回答问题'总结归

纳和听写等$ 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多次

重复或周期循环有助于学习习惯的形成$

教师有意而去学生有意而来!学生能紧跟

老师思路$ 教师减少了重复性的指令!形

成了师生密切配合'人人参与的局面$

四*培养良好的复习习惯

英语学习要战胜%遗忘&就不能忽视

强化复习$ 科学的复习方法既能巩固知

识!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每

节课的作业旨在考查学生对当堂所学知

识具体运用的能力!学生做作业前!应先

将本书所学的词汇' 句型等要点回忆或

复习一遍!然后再独立完成$ 同时!可利

用早'晚自习时间及时复习'巩固一天所

学的知识!这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可根据

学生所学的内容! 帮学生确定不同的复

习形式!如(周期性重复听写单词!改写

课文!运用日常用语进行对话!用每单元

的重要词汇和短语来编小故事等$

要学好英语固然要下苦工夫! 但若

能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学习效率就能倍增$ 因此!在教

学中! 我们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

学习习惯$

!作者单位(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

!!!!!!

近日#郸城二高举行以$青春'感恩'责任'担当%为主题的高二年级成人礼暨

!"%)

高考誓师大会& 全体同学庄严宣誓# 表达对成长与责任的理解# 表达决胜

!"%)

高考的坚定信心& 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分别发言#与大家分享青春

感受#体味奋斗人生& 同学们放飞承载师长殷切期望'承载自己远大梦想的气球#

欢呼迎接青春和高考的到来& -张本宝 安稳 摄.

扎根基层教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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