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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新动力外语学校!大声说出爱"大型亲子感恩教育公益活动于
!

月
!

日隆重举行#

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震撼#孩子们在台上动情地对父母大声喊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 赵中林 摄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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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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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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

帮 您 择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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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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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北校区&"

电话#

&'()*(& ")'%)($*)+*

学院网址#

,--.

#

//0001234-5167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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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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惯
:

思路
:

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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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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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周&

周口宁馨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

,--.>//,9?,7'''1@ABC1D')15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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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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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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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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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D&*(++D&

请别!贴标签"否定大学教育
据 !中国青年报"

%

月
)

日报

道#近日#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

玉召集的 $!理想大学" 专题研讨

会% 上#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

正在培养一些 '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

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

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

权力# 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

大) %

这段话被发到微博上后#迅速

被网友转发几万次#引发热议) 随

后#纸媒与网媒刊发了就这段话的

很多评论#进一步引发更多人的议

论) 客观而言#钱教授的这一看法

及引发的议论#都是出于对我们的

大学教育的关心和不满而发出的)

然而#理性地说#我国大学虽确实

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还没有

到了$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如此危险的地步+在我看

来# 我们不能因对大学教育的不

满#就以耸人听闻的$贴标签%的方

式#否定我们的大学,大学教育和

大学生+

事实上#我们的大学教育的目

的 高 度 符 合 基 本 的 人 类 价 值

观---真,善,美#大学生的主流也

是好的#思想积极的,健康的,向上

的+国家!高等教育法"第四条明确

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

育方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

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 # 德为先 +

=*DD

年#教育部对全国
D$*

所高校

=1%

万余名学生的调查表明# 当前

高校学生思想主流继续保持积极,

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认同+对大学

校园里的一些不文明现象,行为和

学风问题#绝大多数学生明确表示

反对+大多数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能够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

界#遵守网络道德+由此来看#我们

的大学绝对没有所谓的$正在培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此外#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判

断#如果我们的大学确实正在培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我们的

国家,社会还要大学干什么/ 家长

还要把孩子送进大学读书干什么/

学生还要发奋刻苦读书考入大学

干什么/ 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学生

非但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

且深深地懂得尊重父母, 老师,学

长#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意识和践

行能力#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社

会正义感# 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

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也是不能随

便$污名化%的客观事实+

然而#一窝蜂,一面倒的负面

评论#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

学能否警醒",!谁在培养 $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谁在批量生产$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 是怎么造就的",!大学

为何培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大学培

养人才的目标",!培养 $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大学已成工厂",!培养

利己主义者/大学的理想从何处开

始迷失",!大学在培养 $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 并非危言耸听",!$精

致利己主义者%是大学克星"等#在

一片义愤填膺中#似乎作者言之凿

凿#掷地有声#但其实却根本经不

起推敲+试问#我国的大学#无论公

立的#还是私立的#或是公私合办

的#何时要培养,何时培养过,何时

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了/

我们理解#大家对大学教育期

望很高#大学教育的确有诸多不尽

如人意之处+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大学生

毕竟是少数#因此#我们不能给大

学,大学教育和大学生贴上这样的

标签+

*中教+

抓好夏季校园安全工作
扶沟二高

!!!!!!

本报讯 针对夏季炎热!雨

水充沛!事故多发的特点'扶沟

县第二高级中学及早动手'采取

措施'通盘考虑'周密部署'切实

抓好夏季校园安全工作"

该校领导靠前指挥"学校成

立以正副校长为主要负责人的

夏季校园安全领导小组'制订具

体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职责范

围' 老师编组进行
=$

小时轮流

值班'加强巡逻'维护校园安全"

着重强化宣传教育"学校利

用校园广播!专题讲座!主题班

会!宣传橱窗等形式'对学生进

行合理用电!预防火灾!防止溺

水!交通安全!饮食健康!防治疾

病!防雷防盗等方面的安全知识

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和自我防范意识"

清除安全隐患"学校集中力

量利用一周时间专门对校舍!排

水管道!线路!消防设施!体育器

材 !围墙 !道路 !枯树等进行排

查'不留任何死角$对餐厅餐具

进行全面消毒'并严把食品采购

关'防止腐烂变质食物流入学生

餐桌$在全校进行集中围剿老鼠

和蚊蝇大行动'对所有厕所进行

全面彻底消毒' 填平所有污水

沟$联合公安部门加强对校园内

外环境的治理'严防安全事故的

发生"

开展安全自救演练"学校制

订校园安全应急预案'并邀请公

安!消防!交通!卫生等部门专家

到校讲授有关安全知识'指导师

生搞好安全自救演练'着力提高

师生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

*罗雪丽 万世宗+

积极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沈丘县北杨集二中

!!!!!!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北杨集

二中积极响应县教体局及乡中心

校关于 (慈善一日捐) 活动的号

召'开展了(扶贫济困一日捐)爱心

捐资活动"

该校张松岭校长首先向全体

教师发出了(慈善一日捐)的倡议'

并阐述了(慈善一日捐)活动的重

要意义'指出这次活动是宏扬中华

民族扶危济困!乐善施好的传统美

德' 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实际表现"

随后'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全体

教职工积极响应' 纷纷慷慨解囊'

以实际行动发扬无私奉献!助人为

乐!尽责社会的优良传统'表达了

他们关心困难群众!支持社会慈善

事业的一片爱心"

本次捐款活动要求全体教职

工捐赠一日工资 '

%*

名教职工共

捐款
=')$

元"虽然钱数不是很多'

却充分体现了北杨集二中全体教

职工助人为乐的崇高精神' 展示

了广大教职工的精神风貌" 捐款

活动结束后' 学校将对全体教职

工的捐款进行公示' 作为教育学

生具有奉献精神和乐善好施品德

的(活教材)"

*卞彬+

考前最后一月
宜主攻!错题本"

高考提醒!

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二模过后' 不少学生都心中忐忑+++

好不容易解决了一模中出现的问题'

怎么二模之后又冒出不少新问题呢,

我国著名教育专家梁锦文建议应

届考生'不要被一模二模的分数吓倒'

(模拟考试只能起到练兵的作用'而无

法起到预测的作用* )他表示'学生在

最后一个月的备考中' 不妨把近
%

年

来的高考真题再做一遍"

梁锦文介绍' 高考的命题有一定

规则'而一模!二模则没有" 所以两场

模拟考试更大的作用是让学生适应高

考环境"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学生要给

自己(减负)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再做大量新题已经意义不大' 不如把

过往
%

年的高考真题拿出来做一下'

更能把握考试的规律"

(高考的题型里面只有
=*F

的分

值是用来拉开距离的' 如果学生能拿

满
&*F

的分值'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成

绩了" 可是真正能拿满
&*F

基本分的

学生并不多'所以我建议'在最后一个

月' 学生应该主攻自己的错题本和过

往真题" 当然' 如果是要拼高分的学

生' 在最后一个月里多找各种难题来

做是无可厚非的" )

有些学生在二模之后显得无所适

从' 认为自己该做的题都做过了' 没

什么好复习的了" 梁锦文分析' 这种

心理是对自己实际水平把握不足" 他

同时提醒考生 ' 要严格把握考试时

间 ' 遇到难题不要一味钻牛角尖 "

(对数学和英语而言' 这种把握尤其

重要" 不要因为一两道难题而耽误做

其他题的时间" 比如在英语考试中'

如果哪篇阅读特别难' 学生要给自己

定死时间' 超过了时间还读不懂' 就

果断放弃")

*唐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