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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赵村中学举办了首届

中学生广播体操比赛及拔河比赛"

!

月
"

日上午! 赵村中学各班代表队按

照顺序!依次出场!参赛队员迈着整齐步伐!

他们服装整洁!精神饱满!赢得了广大师生阵

阵掌声!在音乐伴奏下!他们动作优美到位!

步调整齐一致!体现了新时代中学生的风采!

赢得评委的好评"下午进行了拔河比赛!各班

运动员精彩的比赛! 赢得的掌声呐喊声回荡

在整个校园"

这次比赛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 丰富

了校园文化生活!还足进了广大师生!勤于锻

炼!不怕吃苦!团结友爱的良好习惯"

!

李国青 胡永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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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珂

本报讯
!

月
##

日!来自周口市区及各县市

的
!$$

余名神墨学员在周口市委党校大礼堂参

加了由北京神墨教育机构举办的第八届神墨心

算小博士周口争霸赛"

当日上午! 记者在赛场看到!

!$$

余名参加

比赛的小朋友们统一着装! 井然有序地坐在自

己座位上!等待比赛开始" 据了解!此次比赛共

分
%

场!每场
!

分钟!比赛形式为看心算" 在这

些小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仅
&

岁!最大的也不过

#'

岁"

#$

时整!比赛正式开始" 从
'

位数#

%

位数

到
&

位数的加减法! 当主持人把一连串数字念

完!这些小选手便能挥笔写下答案" 小选手们个

个表现出色!不仅对加减乘除珠心算得心应手!

而且还对老师以及嘉宾的现场出题对答如流"

据北京神墨教育机构周口神墨分校校长介

绍! 珠心算是珠算式心算的简称! 又叫珠脑速

算!是将数字变成算珠符号浮现在脑中!并依据

珠算原理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一种计算方法"

该课程不仅能增强儿童的脑部发育能力! 促进

儿童左右脑平衡发展! 还能有效提高儿童的注

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想像力和思维能力" 珠心

算是神墨教育少儿课程领域的其中一个课程!

该校在我市成立
(

年来!累计培训
&

至
#'

岁学

员万余名!学校现已覆盖我市的
(

县
#

市
#

区!

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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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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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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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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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有个小不点! 站着比坐着

的小朋友还要低一点! 吃饭总是需要

老师喂!衣服需要老师帮着脱!拉队需

要总是第一个! 下楼梯也必须有位老

师专门陪同$她的名字就是%小悦悦&"

悦悦是一个活泼聪明!娇小可爱的

女孩"我们在班里总是喜欢逗她!让她

喊我们妈妈! 她每次都会软软糯糯的

喊我们每一个人妈妈" 听到她甜甜的

声音!我们都会忍不住轮流去抱抱她"

因为年龄小! 所以小悦悦干什么都比

别的小朋友慢半拍" 悦悦坐的是我负

责接送的班车! 每天放学上班车我都

会提前把她带走"

有一次! 由于孩子们开饭晚了一

点!耽误了上班车的时间!我很着急的

在班里喊着%悦悦!悦悦!快点!我们晚

了!快!快$&只见小悦悦从一群孩子当

中撞撞跌跌跑了出来!一手拎着手包!

一手抓着外套" 她把外套往我怀里一

塞! 空出一只手拉着我就走! 边走边

说'%快!快!岩岩老师!快走$ & 咦!小

脸上白一块花一块的是什么东西( 邱

老师拿着香香瓶子急急地追'%悦悦!

慢一点!慢一点$ & 原来是刚抹到脸上

的香香还没有搓开"我抱起她亲了亲'

%走!岩岩老师抱着你下楼"&到了班车

上!把悦悦脸上的香香给搓开!%嗯!悦

悦你好香啊$ &悦悦笑眯眯地看看我'

%谢谢岩岩老师$ &%吧唧&一个香吻送

到了我的脸上" 真的是好感动好幸福

呢$

可爱的悦悦宝贝! 希望你快快长

大!那样你的慢吞吞就能永久变身了"

岩岩老师希望你一直健康快乐! 永远

那么开心$

!

星星河四班 王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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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倾力打造"平安高考#

本报讯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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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用于标准化考场建

设!纪检监察部门全程介入#全程监督!对违规

违纪行为实行%零容忍&"

!

月
*

日!郸城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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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招安全工作会议! 对高考前期各项工

作周密部署!彻查隐患漏洞!严肃考风考纪!确

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县教体局局长于秀邦在讲话中指出! 加强

高考安全工作!要在源头上治理!要突出前期预

防!突出内部人员教育!用规范的制度管好人!

管好事" 一是要强化考生资格审查" 在深入班

级!逐人核实的基础上!重点考生要反复查#突

击查"二是要抓好标准化考点建设"今年高考考

点!在全部实现视频监控#启用无线信号屏蔽器

和金属探测器的同时! 又新增了身份验证和指

纹识别系统和监考教师专用通道! 实行路径监

控" 监考教师从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到考场!考

试结束之后从考场到试卷装订室! 全程一时一

刻也不脱离视频的监控" 三是要抓好考生诚信

守纪教育" 各学校要安排专题时间!组织诚信教

育!与学生签订)河南省
'$#%

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考生诚信承诺书*" 四是要严格高二学

生管理" 通过召开家长会等多种形式!让每一个

高二学生及其家长都知道! 违规参加高考甚至

替考的后果和危害" 五是要加强涉考人员的教

育和管理" 高中校长要切实担负起本校高考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做好对全校师生的教育#

培训和管理!明确一条%红线&'只要教育内部人

员违规违纪!将严格按照)周口市教育局 周口市

监察局关于对普通高招工作中违规违纪人员处

理的暂行规定*顶格处理!对严重违规人员!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要抓好考

试环境的综合治理" 高考前! 教体局将会同宣

传#通信#无线电#公安#纪检监察#工商等相关

职能部门!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考点环境专项集

中整治行动!净化考试环境"

郸城县招委成员单位负责人# 教体局全体

人员#乡镇中心校长!各高中校领导班子!高二#

高三年级教师共
'$$

多人参加本次会议"

"张本宝 刘学源 张立#

!!!!!!

昨日!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著名学者高

胜长教授受杨氏英语学校的邀请! 做客周口

沙颍读书讲坛! 为我市广大英语爱好传授其

独特的高效英语教学法" 图为上海交通大学

的著名学者高胜长教授" "王珂 摄$

!!!!!!!

月
*

日!西华县西夏镇后朱小学隆重举行了陈守五先生捐资助学功德碑的揭碑仪式" 陈守五

先生捐资近
#"

万元为家乡学校整修了
'&$$

平方米地面硬化和
($

米下水道改造工程"图为揭碑仪

式现场" %晓歌 摄
"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