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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天是植树造林 !

绿化美化校园的良好时机"为进

一步加强校园绿化美化建设"营

造良好的教书育人氛围"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校园#近

日"西华县第二实验小学开展校

园绿化美化活动$

学校充分认识到学校绿化

美化工作是实现学校环境育人"

增强师生环保意识的有效途径$

要抓住春季植树造林的大好时

机"全面部署春季校园绿化美化

工作"把校园绿化美化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主动与

园林部门沟通" 在校园的道路%

活动场地开展植树植绿活动"掀

起绿化美化校园的新高潮$

据介绍" 为保证种植树木的

成活率"学校加大对花草树木后

续养护工作$ 采取切实有效举

措"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对新植

花草树木进行细心养护"做到春

要栽!夏要剪!秋要管!冬要保"

适时做好施肥施水! 防治病虫

害!适时修剪等工作"提高绿化

质量"从而达到绿化美化校园的

目的$ !赵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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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绝不辜负父母的期盼%

绝不辜负老师的厚望% 绝不辜负青春

的理想"拼搏百天%笑傲考场"全力以

赴%成我梦想$ '

!

月
"#

日上午"郸城

县钱店二中九年级学生在该校召开

的
$%"&

年中招总结暨
&%'!

年中招复

习备考会上郑重宣誓"向中招发起冲

刺$

会上"该校对
&%"&

年中招工作进

行了总结" 拿出了近
"

万元表彰了去

年中招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师$

! 张同辉 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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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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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春季入园的宝宝开

始了全新的幼儿园生活$这个时候爸爸

妈妈的分离焦虑开始出现了"让我们看

看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爸爸妈妈该怎

么调整自己的方式吧$

偷偷看%%%担心孩子没人管

父母的表现&每次佳佳
+

化名
,

妈妈

把佳佳送到幼儿园后" 都不会马上离

开"而是躲在幼儿园门口"偷偷看着佳

佳"直到看到佳佳不哭才离去$ 偶尔还

会带佳佳在户外游戏区玩半个小时再

送到班里$

潜台词&孩子哭着进园"老师有没

有时间哄她"如果没有理她"她会不会

一直哭下去( 我多陪她一会儿"她是不

是就能好一些(

宝宝的反应&尽管佳佳已经入园
"

个多月了" 可每次到幼儿园都会大哭"

而且过一会儿就跑到门外看看妈妈还

在不在"如果不在"会有些失望但不会

哭)如果看到妈妈"就会大哭不止#

专家进言&孩子会根据父母的某些

行为来判断幼儿园的安全性#如果父母

对孩子在幼儿园是否适应存有忧虑"那

么孩子对入园也会忧心忡忡#父母躲在

门口偷偷观察宝宝的行为"就是对宝宝

和幼儿园老师不放心的表现#宝宝发现

父母远远地看着自己"又不能回到父母

身边"肯定会觉得委屈"哭闹就是不可

避免的事情了# 所以"父母把孩子交到

老师手上后" 应该愉快地和孩子道别"

然后尽快离开"别把自己的不安传递给

孩子#

!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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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河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0

学院地址*周口市区淮河西路,南校区-!中州大道北段
.((

号,北校区-

电话*

)'%-+%) *-'(-%.+-1+

网址*

2334

*

55666789:3;7<=>7;?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培训第九期报名中
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

$+,-

年
(

月参加国家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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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552?@2='''7ABCD7*'E7;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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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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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区中州大道百货楼
()

号 电话*

)%*)HH-

周口华夏心理职业学校
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公共营养师!秘书等国家职业资格

认证培训$ 地址*周口市区中州大道妇幼医院隔壁市房管局七楼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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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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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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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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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
中国

#-".

岁优秀青少年一站式成长

中心"特设小升初班!精品外语班!动漫奥

数!国学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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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语言艺术中心
专业口才培训学校

开设幼儿!青少年!成人班$

学习内容*主持!演讲!故事表演!诗歌

朗诵!礼仪等$ 诚招各县市加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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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睿源外语奥数学校
开设小学各年级金牌奥数举一

反三班"剑桥英语预备级"一级!二
级!三级班"新概念英语一!二!三册
班" 睿源优化教育一对一至一对五
班"&小升初'签约班!强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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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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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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迈思数学学校
班型设置* 小学思维训练班!

初中提高班!培优班!尖子班$ 招生

对象*小学三至六年级!初中各年

级希望迅速提高数学成绩或有志

于在数学竞赛中展示才华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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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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珠心算!少儿口才!练字!绘画!艾莱

克英语!学前班!暑假幼小衔接班!小牛顿

科学实验班$ 招生对象*

*-)$

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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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爱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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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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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爱婴中国早教领导品牌"为
%-

!

岁宝宝和家庭开设专业的早期教育课

程"让您的宝宝健康!快乐!自信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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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由周口市

教育局主办"淮阳一高承办的
$%)!

年

&周口市历史学科第一届名师论坛'在

淮阳一高成功举行$ 全市近
$%%

名历

史教师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名师论坛

上
2

朱艳红!刘伟等各位名师专家针对

当下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做了细

致而深入的分析$ 他们结合当前课堂

教学改革形势" 高屋建瓴地谈了自己

对&高效课堂'的理解"具体详实的案

例!精辟高明的见解"无不令与会老师

惊叹折服" 会场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热

烈的掌声$不少老师纷纷表示"要在今

后对学生课堂学习的指导中进一步发

挥作用$ !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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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商水县教体局以打造廉

洁型!节约型机关为切入点"不断强化干部职工

的节约意识"集中开展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的专项行动"坚决遏制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该局

从小处着眼"从细处入手"把好&六关'"真正将

节俭作风落到实处$

近日" 在机关开展的厉行节约宣传教育活

动"利用周二例会集中学习时间进行广泛宣传"

让清廉! 节约的意识内化到干部职工的心灵深

处!外践于大家的举手投足"让节约观念深入人

心$同时"局领导以身作则"从身边做起"从我做

起"大兴节约之风"切实做到开源节流$

该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机关用水!用电!

用车!文印!招待!财务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把

制度的落实进一步细化" 将厉行节约纳入绩效

考核内容"尽可能压缩支出"节约工作成本)严

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 规定凡接待上级来人和

组织活动需安排就餐的" 严格按规定标准由专

人安排地点就餐" 尽可能地减少公务接待费用

支出"杜绝&舌尖上'的腐败)严格实行用车审批

制度"建立车辆维护!油耗!出车情况台帐"实行

车辆定点维修制"加大车辆用油的透明度)从细

节入手杜绝浪费"在办公室!洗手间张贴节约宣

传标语"要求大家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一度

电做起$ 办公用品实行统一采购"限量供应"专

人发放$

据介绍"该局为确保实际效果"成立了督查

小组"加大检查力度"及时纠正与厉行节约相对

应的铺张浪费行为" 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

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绝不手软$ !戚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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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

月
,(

日的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各县!市#区"教体局局长向市教育局递交治理教育乱收费

和学校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 !记者 刘华志 通讯员 张亮亮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