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应性模拟考试助考生进步
鹿邑县

!!!!!!

本报讯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

全县高三阶段学生高考复习和

备考情况!研究和制订下一阶段

有效备考方案!进一步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鹿邑县教研室于近日

举行了全县高三阶段适应性模

拟考试"

此次考试是继省#市模拟考

试后组织的又一次适应性高考

模拟考试"全县高三阶段
!"""

余

名学生参加了考试" 其中!抽测

的
#$%&

名学生进行了统一编场!

统一评卷" 从考场设置到监考均

严格按照高考流程进行!整个考

试过程组织严密"

本次模拟考试不仅检验了学

生的实战应考能力! 也通过试卷

分析!总结得失!寻找差距!使老

师和学生有针对性地制订详细的

复习计划和备考方案! 以良好的

状态做好复习# 迎考各环节的准

备! 为考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

成绩打下基础"

!冯伟"

周口大山外国语学校

开设小学#初高中#成人英语和培

优相互学#作文班" 地址$文明北路房产

局院内%万顺达八楼%八一大道人才交流

中心三楼%河北老干部活动中心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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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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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您 的 最 佳 选 择

地址#周口川汇新区纬一路

电话 #

!%&&'&& !%&&!&&

帮 您 择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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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向您推荐使您满意$ 放心的幼

儿园$民办中小学$职业技能学校$培训机

构$补习学校等%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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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学院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淮河西路&南校区'#

中州大道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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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北校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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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学一对一
中小学生&定制教育

精学教育个性化一对一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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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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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辅导科目$语文
!

数学
!

英语
!

物理
!

化学

生物
!

政治
!

历史
!

地理

提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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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七一路与八一大道交汇处原京华百货六

楼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常年招生
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 一年

两期!培训#鉴定考试均在本地"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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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周口宁馨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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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新职业)))婚姻家庭咨询师
国家第九批新职业!收入高!受人尊敬!永

不退休" 是专门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包括孩子

问题'的职业!是婚姻家庭领域唯一国家级职

业!全国统一远程培训!国家颁发职业证书"

报名咨询$周口顺意金牌调解" 大专学历"

电话$

),%)!(& ,+!&-)(*$)!

陈老师

地址$周口五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

周口金马会计&电脑专修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培训定点单位

开设$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算

化等%电脑&办公#图形#网络等'%会计

从业资格证考前专业培训"

地址$周口市中州路百货楼
!(

号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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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卫真区金石学校常年招生
全国读书育人特色学校#鹿邑县留守

青少年学校"办校理念$坚持英汉双语教

育!凸显体音美艺术特色" 招生对象$中

小学生" 地址$鹿邑县法院东
,&&

米"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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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训 爱与责任

开设幼儿#小学#初高中英语和

中小学数学#小秀才作文班" 校址$中

州路新天地对面国税局二楼%八一大

道电脑城对面三楼%六一路与七一路

交叉口向南
!&

米路东"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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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庭学校!原商水同乐园家教"

是一所用传统和谐文化培养子女

孝敬父母的学校"开设孝亲教育课#学

校同步教材" 常年招收中小学生" 校

址$商水健康路中段广播局东邻&原老

干部活动中心'"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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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周口师范学院团委以'情系峥嵘史*青春新征程(为主题*在校园内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

周年% 图为周口师范学院举办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

周年晚会%

晚报记者 宋风 摄 线索提供 轩欣

教室里的小饭馆
!!!!!!

午饭时间到了!今天的食谱上

写着米饭#青菜豆腐#小鸡炖蘑菇

和紫菜汤" 依照惯例!我给孩子们

把饭分好"

这一次!不知怎么了!好几个

孩子都争着要我添米饭!但碗里的

紫菜汤一动没动" 不一会儿!王德

妙文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我不

想喝紫菜汤了" ) 张文然也跑过来

直摇头$(老师! 你再给我点米饭!

我不喝紫菜汤了吧* )孩子们像是

商量好似的!各有各的招儿!轮番

向我(轰炸)" 我想!也许他们是不

喜欢紫菜汤的那种腥味! 怎么办

呢*一个好主意迅速在我脑海中闪

过$ 孩子们平时喜欢玩购物游戏!

我为何不卖紫菜汤来试试呢*

于是! 我像模像样地喊起来$

(卖紫菜汤喽+刚出锅的紫菜汤!既

美味又有营养!快来买呀+)这招还

真管用! 孩子们听到我的叫卖!马

上来了兴头"一会儿就有几个孩子

来到我面前买汤!还假装从口袋里

掏钱呢+ 那些买到紫菜汤的!高高

兴兴地回去喝了"还别说!我的(生

意)真不错!引来好多(顾客)捧场"

喝着买来的紫菜汤!孩子们似

乎忘记了汤的味道!都沉浸于刚才

的热闹气氛里"看着他们喝起来香

香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

幸福和欣慰" 以前!我曾经尝试苦

口婆心来教育孩子们不挑食!说某

种食物是多么有营养等! 但今天!

我换了孩子们喜欢的游戏方式来

解决问题!效果比单纯讲大道理好

多了"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 我想!只

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开动脑筋!

处处做个有心人!一切棘手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星星河六班 王静思"

推门听课促课改
唐集乡中心校

!!!!!!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推动课改工

作的深入开展!近日!唐集乡中心校

组织教师深入全乡各学校开展了(推

门听课)活动!加强对教学工作的指

导与监督!将新课改真正体现在课堂

教学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活动中! 乡中心校业务工作负

责人和听课教师! 在不打招呼的情

况下!随机走进学校和课堂!推门听

课"

听课结束后! 首先由授课教师

自评!然后由听课教师评!最后由教

研组长总评! 并与任课老师交流听

课体会!提出整改意见"

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规范了教

师的教学行为!端正了学校的教风#

学风! 也有助于学校随时掌握和了

解教师课堂教学情况! 便于加强教

学常规指导和管理! 而且有效地增

强了教师向课堂要质量的课改意

识! 从而促使教师更加扎实有效地

进行教学实践!提高教学质量"

!冯伟"

浓情五月 学会感恩
周口新动力外语学校将举行亲子感恩教育活动

!!!!!!

本报讯 为让当代青少年学生

懂得感恩#感动#感谢!周口新动

力外语学校将于
!

月
!

日开展

(大声说出爱) 亲子感恩教育活

动"

感恩教育! 是一门由内而外

的激发学生心灵成长的教育课

程! 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普遍存

在的各种问题加以分析" 该课程

分(心理引导)和(真情互动)两部

分"

此次感恩活动将围绕 (知荣

辱#懂感恩#学做人#创和谐)的文

化氛围!构建一个感恩集体!树立

青少年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自立意

识! 教育他们学会做人# 学会做

事#学会求知#学会生存!成为社

会的有用之人"

据新动力外语学校负责人介

绍!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接受感

恩教育的学生!在短期内会发生由

原来的(人要我做好)到(我要做

好)的深刻转变" 开展这一教育有

助于融洽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家

校关系!有助于改善学风#教风和

校风! 减轻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压

力"

如果您想参与活动! 可以带

着您的孩子到周口新动力外语学

校免费领取入场券" !赵中林"

积极开展!扶贫济困一日捐"活动
西华县聂堆镇中心校

!!!!!!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

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积极

响应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近日!西

华县聂堆镇中心校举行了 (扶贫

济困一日捐)活动"

捐赠现场!该校人员踊跃奉献

爱心!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困难群众

和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

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与(扶

贫济困一日捐)活动! 不仅是弘扬

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的善

举! 也是每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

任"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更应该

心系困难群体! 服务困难群众! 以

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奉献爱心 !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据悉! 当天全镇教育系统
%+

所中小学也在同一时间开展了募

捐活动! 共募集善款
+3%

万余元"

!张金龙 王东"

教之授之#应成为教授本义
!!!!!!

教授上课!老师施教!理应是

本义!却成为白纸黑字的要求" 近

日教育部印发实施的 #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要求高校 %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

作为基本制度! 将承担本科教学

任务作为教授聘用的基本条件&!

折射出了尴尬的现实! 也着实促

人深思'

应当清楚地看到! 让教授回

到课堂!是(教授&这一职称的应

有之义!更是对(以教学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质回归" 所谓

(教授&!本义就是(传道授业&!但

现实是!(教授不上课& 却在国内

一些高校中成为(惯例&*一些高

校高楼越盖越漂亮! 知名教授学

者身影难觅'

高等学府的天职就是培育人

才!讲台才是教师最大的舞台' 也

正因如此! 教育部门及时出台有

关规定!让教授重回讲台!受到了

社会公众和舆论的普遍肯定' 由

此及彼!值得关注和深思的还有!

在我国的高等学府乃至整个教育

体系中! 究竟还有多少做法需要

纠偏+ 还有多少本义等待回归+

也许不是多数! 但这样的一

些事实并不罕见* 一些高校在学

生培养上不见创新! 却在招收进

修生) 办
"#$

班上大干快上!赚

得盆满钵满,一些高校改造教师)

学生住宿条件%慢吞吞&!却热衷

于建广场)办酒店,一些高校在教

学科研上鲜有作为! 却在圈地生

财上忙得风生水起--

大学! 是一个国家教育水平

的最高体现! 关系着青年的成长

和学术的品格' 维护高校的(一方

净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人

们期待着!大学回归本义!教学回

归本义!教育回归本义' 从这个角

度讲!让(教授回到课堂&应当只

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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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发现身边有乱收费# 乱罚

款#乱摊派等违规违纪行为!或其他有损

学校#师生利益之事!请拨打本报教育新

闻监督热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