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班级文化 打造特色名片
双楼乡五岔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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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长树" 记录着同学

们前进的足迹 # !明星墙 " 上班

级的文明 $ 卫生 $ 劳动之星绽放

光彩%%郸城县双楼乡五岔路小

学正在开展的班级文化建设月活

动硕果累累&

据了解 ' 为促进班级管理 '营

造和谐环境'该校开展了班级文化

建设月活动& 活动要求每个班级本

着 !美观大方 $简约实用 "的原则 '

结合班级实际 ' 合理利用教室空

间 '进行个性化设计 '打造班级特

色名片&

目前 ' 在全体师生的精心策

划 $巧手布置下 '教室面貌焕然一

新 ' 处处 洋 溢 着 浓 浓 的 创 新 氛

围&

此次活动的开展 '有效锻炼了

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了班级的凝

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责任感 '促进

了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张本宝 张立"

关 注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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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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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
有声有色

叶埠口乡英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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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西华县叶埠口乡

英沃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

动'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

热情'受到社会好评&

对于这项活动' 学校提前制定

了详细的方案'以(小学生党史教育

读本)等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为依托'

利用校园广播站$宣传栏$主题队会

等形式广泛开展教育宣传' 开展征

文$演讲$讲故事$绘画等竞赛'丰富

读书教育内容' 在校园里掀起了爱

国主义教育读书热潮' 让学生充分

认识到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重

要意义'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学校还成立了爱国主义教育读

书活动领导小组'评选征文'对获得

一$二$三等奖的班级和个人分别进

行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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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赴郑观摩体育!大课间"活动
郸城县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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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郸城县教体局组

织的由该县中心校*一体化初中+校

长和局属学校校长$ 体育骨干教师

等
"$%

人组成的观摩团' 赴郑州市

金水区学习观摩体育 !大课间"活

动'开阔了眼界'学习了技能'增进

了和兄弟单位的交流&

为进一步促进 !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中

小学生健康水平' 郸城县教体局在

开展!汉字工程"$!高效课堂"和!高

效阅读" 活动提高中小学生知识技

能的基础上' 积极思考和探讨新形

势下如何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

质'如何推进素质教育&自教育部体

卫艺司在全国树立郑州市金水区体

育!大课间"活动这个典型后'该县

教体局积极和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

联系磋商' 学习他们成熟的做法和

经验&

观摩团成员现场观摩了金水区

金桥学校和南阳路第三小学的体育

!大课间"活动'并与金水区教体局

领导现场交流和互动& 金水区教体

局副局长邱云介绍' 金水区大课间

活动是在制度保证基础上的 !一把

手"工程'教育管理部门把!大课间

活动" 的开展情况纳入学校量化考

核'建立制度保障&各校!大课间"活

动由校长负总责'结合校情搞特色'

教师全员参与'学生人人达标'达到

锻炼学生身体$ 提高学生素质的目

的& 金水区两个!大课间"分别安排

在上午两节课后和下午一节课后&

全区统一安排活动时间' 但各校体

育锻炼内容都不同'各具特色&

观摩团成员还兴致勃勃地和学

生一起活动'感受!阳光体育"带来

的乐趣&观摩结束后'郸城县教体局

派驻体育骨干教师十人进一步学习

金水区体育 !大课间" 活动经验做

法' 并与金水区教体局结成了兄弟

友好单位&

!张本宝 刘学源"

开展
!大课间"活动

聂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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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

的实施'提高广大师生的体质'真正

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让师生们

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发挥智力和个

性特点'创设文明$健康$活泼$和谐

的校园文化生活' 并培养团队合作

精神'近日'西华县聂堆中学全体师

生在学校操场隆重举行了以!和谐$

创新 $阳光 $健美 "为主题的 !大课

间"活动启动仪式&

自教育部明文规定 !学校学生

每天锻炼时间不少于一小时"以来'

聂堆中学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

锻炼活动' 真正把 !每天锻炼一小

时"落到实处& 此次!大课间活动"的

开展'切实架起了师生间!和谐$创

新$阳光$健美"的彩虹桥'真正体现

了师生之间的沟通联系' 丰富了师

生的课外生活' 给学生与教师一个

交流$合作的空间& 学生从中学会了

合作'提高了综合素质&

!尹庆伟"

感恩系列行动砥砺学生高尚情操
金迈思数学学校

本报讯 !感恩老师'是老师给予

自己知识的雨露#感恩父母'是父母

给予自己成长的天空#感恩朋友'是

朋友给予自己真切的友情# 感恩他

人' 是他人与自己编织了五彩绚烂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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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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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

日'金迈

思数学学校在!感恩节"之际'利用
%

天时间'开展!感恩系列行动"'教育

引导学生对父母$社会$他人宣示爱

心'并付出行动&

这次感恩系列行动'包括!分享

爱的故事"$!给父亲捶一次背"$!为

母亲洗一次脚"$!为朋友做一张感

恩卡"$!蓝丝带,感恩情" 等一系列

感恩实践'旨在鼓励学生勇于表达$

勇于表现的实践精神和行动意识 '

让学生深刻体会到 !爱"$!责任"与

!关怀"的实质内涵&

活动期间' 孩子们鼓起勇气走

上公共场所' 有的把象征感恩 $鼓

励$ 关怀和爱的蓝丝带传递给身边

的陌生人'有的为汽车系上!低碳感

恩号召书"'有的捡拾街头垃圾按标

准分类投放' 有的在家中为父母洗

脚$捶背'有的精心制作了祝福卡 '

寄送给朋友&

九年级的学生王培好说-!通过

这次感恩行动' 我懂得了只要勇于

付出'就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只要敢

于担当责任' 就会影响身边更多人

成为有责任心的人& 通过这次行动'

我变得更加自信了& "

!以前爸爸妈妈总是无微不至

地关怀着我们' 我们却从来没去体

会他们的辛苦'通过这次活动'我更

加感受到了亲人对我的期望& 我一

定会努力学习'不让他们失望& "五

年级学生王秋硕说&

金迈思数学学校创办几年来 '

汇集名师' 倾力打造了数学精品课

程' 激发了学生钻研数学的兴趣和

应用数学的热情' 培养了学生的科

学思维能力& 学校始终秉承!人文教

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注重学法指导和习惯养成' 既教做

题'又教做人'在传授学生们知识与

技巧的同时' 把关爱灌注于学生心

田&

!肖华"

隆重举行高一广播操比赛
鹿邑县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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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落实国家体育总局

!每天锻炼一小时$ 幸福工作一辈

子"的体育健康理念'促使学生德$

智$体全面发展'展示学生朝气蓬

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

月
$"

日下午'鹿邑县一高隆重举行高一

广播操比赛&

本次比赛'学校体育组精心筹

划'严密组织'一年级
$&

个教学班

$%%%

余名学生全部参与&

$&

个参

赛队以整齐的步伐$ 嘹亮的口号$

标准的动作$飒爽的英姿展现了鹿

邑县高中学生的青春风采&评委根

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队列

队形$动作规范等方面进行量化打

分'评出一$二$三等奖&

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的集体

荣誉感' 加强了学生的组织纪律

性'提高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奠定了

基础& !李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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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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帮 您 择 校

爱达职业培训学校
开设-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亲子教育

沙龙会$和谐婚姻沙龙会等&教师$医生$护

士等需要专业心理学知识的人士及心理学

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学习.

校址-五一路文化宾馆五楼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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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师

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
中国

-.*'

岁优秀青少年一站式成

长中心'特设小升初龙班$精品外语班$

动漫奥数$国学班等&

校址-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

电话-

'//%''+ 0'+''0)

网址-

122345566678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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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网址-

1223

-

556667>?@2:7A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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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州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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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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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办公$图形$网络等+课

程'会计从业资格证考前专业培训&

地址-周口市中州大道百货楼
-'

号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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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两岸早教周口中心在莲花路"万达熙龙湾#举办开学典礼$ 典礼结束后!来自台湾的著名早期教育

专家张瑞麟教授针对婴幼儿成长的关键期%良好习惯的养成及性格的塑造进行了深入诠释$ 据了解!两岸早

教周口中心是我市最大最专业的一站式早教服务专家!该中心的&教%保%养#三位一体教学法将会带给孩子

最科学的关爱$ 图为市民带着孩子来到该教育中心体验$ !记者 李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