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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新学期开始了#

各种校外托教班借开学$顺势%而起#在

校门外扎堆揽生源#不断向学生和家长

发放广告宣传单&

校外托教班遍地开花

昨日
""

时#记者在七一路二小附近

看到#接孩子的人群中竖着不少托教班的

宣传板#还有工作人员在人群中发放宣传

单#不少托教班的宣传板上都写着$学生

之家%$课程辅导% 等来吸引家长的注意&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六一路小学'七一路

一小'闫庄小学附近#均发现不少托教班'

辅导班在校门外进行宣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紧邻学

校的托教班'辅导班#有的位于临街商

用楼#有的位于平房院落#有的则在周

围的小区内& 由于受交通工具的限制#

托教班大多针对附近学校定点招收学

生#以午托为主#兼有晚托&

随后#记者以咨询为由走进七一路

二小东侧的一家托教班& 这是一座民

居#院子不大#但是一楼'二楼都设有教

室#每间教室里都摆满了桌椅#桌子写

作业时是书桌#吃饭时则充当用餐的饭

桌& 由于室内空间太小#有的学生端着

碗在院子里吃饭&

$你别看我们这里地方不大# 但我

们是这里最早办托教班的#来的也都是

熟人家的孩子#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口碑

和信誉#卫生和安全问题你只管放心& %

说起办班条件#$凭人脉'靠口碑%似乎

已经成了这个行业约定俗成的$行业标

准%&

在七一路二小对面的一间托教班#

记者看到# 不足
"#$

平方米的房子里#

挤满了正在吃午饭的学生# 由于人多#

室内明显感觉闷热& 一名在此托管的小

学生告诉记者# 托教班的伙食还不错#

但是只能趴在桌子上午休&

家长"太忙#催热市场

"%

时#托教班陆续迎来了大批家长

前来接孩子#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家

长& 市民石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儿子上

二年级#中午
""

时
"$

分放学 #她和丈

夫都是上班族#孩子放学的时候单位还

没有下班# 中午实在无法接送孩子#所

以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托教班&

类似石女士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也是家长们对托教班的需求日益增长

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除了像石女士这

样的双职工家庭外#个体经营者及外来

务工人员对托教班的需求丝毫不亚于

上班族#甚至更高& 正在上四年级的乐

乐告诉记者# 她的父亲在外做生意#母

亲在一家企业上班# 由于下班时间不

定#所以她从一年级开始就被父母送到

了托教班&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 #一方面是

午休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孩子放学太早

的问题& 由于路途远#工作繁忙#加上交

通堵塞等因素#因此他们只得将孩子送

进托教班&

全国推普周启幕#周口第十九初级中学开展$啄木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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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少华 通讯员 王

琼"$你看那个标语#有个字用错了& %

$这儿也有一处使用不当& %$宣传栏

上的(契合)写成了(楔合)%**

&

月

'

日#在市区五一路上 #周口第十九

初级中学一群学生用笔记录着店面'

标牌' 宣传栏上的使用不规范的字

词& 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地梳

理'纠正着&

经国务院批准#自
"&&%

年起#每

年
&

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 今年
&

月
%

日至
"(

日是第
"&

届全国推普周&

当日下午#周口第十九初级中学

的一队学生在王伟校长的组织下#由

语文组老师隋志伟带队#到街上开展

$啄木鸟%活动
)

如图
*

& 他们在五一路

沿线搜集用字错误' 用词不当的广

告'宣传语#宣传使用正确'规范的汉

字&隋志伟和学生一一指出不规范使

用汉字的地方#并详细讲解& 该校有

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此次$啄木鸟%活

动#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文字

的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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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为深入了解贫

困生家庭的具体情况# 积极有效地开展

对新考入高中的贫困生的资助工作 #

&

月
'

日#市慈善总会组织工作人员和$衣

恋阳光助学项目% 定点高中的教师到今

年拟资助的$衣恋阳光班%新生家中进行

前期的入户核实工作&

家住淮阳县曹河乡栗集的小戈是个

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孩子&母亲因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于
+#",

年离世#为母亲看

病而留下的债务' 自己和哥哥上学的费

用仅靠父亲打工维持& 沉重的负担使父

亲累得喘不过气#目前父亲患有疾病#已

无法再外出打工#一家人生活极度困难&

能不能读完高中# 今年刚考入周口二高

的小戈心里没谱#但是$衣恋阳光助学项

目%让她看到了希望&

房屋破烂不堪# 屋内没有像样的家

具# 这就是家住华耀城办事处文庄的小

文和年迈的祖父母生活的地方& 小文的

父亲在小文
(

岁时外出打工后再也没有

回来#母亲随后改嫁#把姐姐和小文留给

了爷爷'奶奶& 因老人年纪大#无力供养

两个孩子#便把姐姐过继给他人& 现在#

小文
'-

岁的爷爷患有胃癌#奶奶也患病

在床#家中无生活来源#仅靠低保维持生

活&

$资助家庭贫困的高中生完成学业

是我们的一项长期工作& 为确保助学金

真正帮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根据学

校上报的学生资料# 从
&

月
+

日开始我

们分组对报名的近
+##

户贫困家庭挨家

挨户进行了家访核实# 目的是使这些学

子在原本举步维艰的求学路上感受温

暖'感受阳光& %市慈善总会行政办公室

主任闫明告诉记者#在家访中#他们仔细

核实学生的情况#认真填写家访资料表#

让入户调查做到公正'透明&

据悉#$衣恋阳光助学项目%今年在我

市确定的
""

所定点高中开设
"+

个$阳光

班%#惠及
.$$

名新考入高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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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文联多措并举培养曲艺接班人
陈国旗

$哎, 说哩是**%一群小朋友跟着

沙河大鼓传承人王振山一板一眼地演唱

着&近日#在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文化大

院内# 一群孩子在
(

个活动室内学唱大

鼓'坠子'快板'道情等不同曲种&这是该

县少年曲艺班上课的一个场景&

+$",

年
'

月
-"

日# 沈丘县挂牌$中

国曲艺之乡%之后#该县文联进一步加大

了对曲艺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力度# 出台

了-沈丘曲艺发展中长期规划.#其中重

要一项就是培养曲艺接班人& 曲艺的青

黄不接' 后继乏人是全国曲艺界普遍存

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县文联

领导班子深入基层进行调研# 联系相关

单位# 决定在条件成熟的北杨集乡林寨

村举办少年曲艺班&

他们选取该县特有的曲种沙河大鼓

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坠子'快板'道情作为

首批教学曲种# 聘请沙河大鼓第五代传

人' 全国曲艺大赛银奖获得者王振山等

为导师#确保师资力量& 同时#文联工作

人员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动员# 得到

了家长的支持# 近
+$

名
"$

岁左右的少

年儿童报名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 老师讲述了该县曲

艺的光辉历史和曲艺名人的逸闻趣事#

激发了学生对曲艺的兴趣和热情& 特别

令人感动的是#老艺人王振山自掏腰包#

对于他的学生#学会一个唱段的奖励
+$

元#能够登台演出一段的奖励
"$$

元&

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 该县文

联为每位学员购置了大鼓'快板'道筒子

等必要的道具#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曲艺排练场所的选择很重要& 经过

多次遴选# 北杨集乡林寨文化大院成为

首选目标& 该县文联与县文广新局积极

协调#得到县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实现

了资源共享&

自
'

月初开班以来 # 小学员们进

步迅速 # 初步掌握了所学曲艺门类的

基础技法 & 开学以后 # 小学员将利用

周末的时间继续学习 & 曲艺名家王振

山说 / $我有信心把小演员送上今年

沈丘春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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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张姣

姣"中秋佳节将至# 不少市民都选择了

周边短途游# 一家人不仅可以在一起团

聚# 还可到周边景区赏景赏月# 轻松又

快乐&

&

月
%

日上午# 记者在七一路一家

旅行社看到# 前来咨询旅游线路的市民

络绎不绝&据该旅行社负责人介绍#随着

中秋假期的临近#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

越来越多& 从旅游目的地来看#南阳'洛

阳'平项山'开封等省内的短途游线路颇

受欢迎&报名者大多是$家庭团%#他们认

为# 一家人以旅游的方式过中秋很有意

义& $以前过中秋节#我们都是全家吃顿

团圆饭就算了&今年我想把父母带上#全

家出去旅游&%家住公务员小区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陆续走访了多家旅行社#

发现市民出游多以周边短途游为主& 中

州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

目前#他们一共接到
.$

多个中秋出游订

单#其中有
($

个都是周边短途游& 该负

责人提醒广大市民#在省内很多景点#老

人和学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到打折优

惠#因此#出游前应带好相关的证件&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许多人选择

自驾游到乡村采摘# 不仅可以品尝到农

家风味#还可以领略到乡村美景&

同爱一方热土 共绘文明周口

文明是城市之魂

美德是立身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