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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开设有托!小!中!大及

幼小衔接班" 招收
!

岁至

"

周岁宝宝# 实行小班化

双语特色教学"两教一保$

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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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川汇区中州大道与永宁路交叉口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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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原新概念英语学校! 于

,-..

年
/

月加盟
郑州睿源教育成为周口唯一分校"现开设郑州
睿源特色课程#四大名著班$唐诗宋词班$精品
语文班$语音提高班$华陈数学班$四五六七年
级龙班$分级新概念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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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教育科学研究会创办

百思达数学学校
品数学魅力 展思维风采

招收#小学
*

年级至初中
0

年级学生"

开设#培优班$尖子班$精英班$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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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珠心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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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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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周口金马会计培训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定点培训单位

常年开设#商务办公专业$图形设计专业$

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算化$财务会计$成本

核算以及考前会计从业资格证培训!并办理大

专本科学历及代理记账业务"

A"O`+UabSc /#d

?@O -40"e#0!#334

fghiAjk!lmn

G!O B%6'o%STEF+phqr

_> ?@O#/"--##

/!O sptu/ !-- .vwxyz_>

?@O#3)-#)!

CD6!NOB%6{9;< ?@O#/3))0!

一个培养孩子思维力和

自主学习力的数学学校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
认证培训报名中""

本地唯一高校组织培训!国家认证" 双休日讲课!讲师

队伍专业稳定!网络资料与面授结合!收费合理" 培训时间
半年!每年

/

月和
!!

月两次参加国家认证考试 !培训和考
试均在本地" 取得认证后可参加职业和个人成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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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催

眠师!

420

个月考试取证! 开个咨询室

有偿咨询!发挥余热!不孤独有价值!

全部教材编委和央视心理专家等授

课"

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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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外国语学校周口分校
河南省最大的辅导机构
提分快&上大山 老牌子&更专业

开设#满分作文!精英数学!语法集训营
中考保分班!名校签约班!高考一对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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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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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 %文明路校区 %文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

六一路校区%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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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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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学院是一所集普通专科教育$成人

专科教育$远程教育$技术培训为一体的

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地址#周口市

开元大道西段%南校区&!中州大道北段

%北校区&!市内乘坐
"

路公交车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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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省部级重点技工学校 培养技能人才的摇篮

周口市技工学校#周口市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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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业#数控车工$铣工 $钳工 $焊工 $机电一体化 $

电工电子$汽车驾驶与维修 $农机使用与维修 $计算机等专

业"按照国家政策免收学费!享受
)777

元助学金
A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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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周口冉冉升起的新星!如同苍穹中

的启明星一样!耀眼迷人"

刚进入新星学校时!我惊叹于她校园景观

的壮丽辉煌" 我不由得赞叹'''美( 这时我只

看到了她华丽的外表!却不曾了解她真正的内

涵"

风景美

刚迈进大门!一处处美景映入眼帘!绿树

成荫!苍翠欲滴!引来了小鸟和蝉在这里玩耍"

小鸟在枝头蹦蹦跳跳!卖弄着清脆的歌喉" 蝉

儿在树荫下觉得凉爽了!便怡然自得地哼起小

调"池塘因有十二位)伙伴*的陪伴!便激动地将

喷泉喷起三丈高!混着小草的芳香!沁人心脾"

此景非别景!乃新星所有"

条件美

她是我们的母亲! 不肯使我们受一点儿

苦!总想着如何为我们创造优越的学习条件"

操场上!有塑胶跑道$篮球架++她多么希望

我们能在玩耍运动中!如春起之苗!茁壮成长"

读书长廊$圣坛是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寄托了

她对我们的爱与望儿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渴

望"

教学楼!干净得一尘不染!桌子摆放成线!

窗户明亮地朝我们眨眼! 黑板憨憨地朝我们

笑" 风扇$灯一应俱全"

此条件非别处所有!乃新星所有"

教师美

就在刚才!我下楼时!差点摔倒!一位年轻

的老师赶紧扶住我!问我有没有事" 见我安然

无恙!她才放心离去"

当我来这儿参观时!教师顶着太阳为我们

耐心讲解!不辞辛苦"

我并未见教师在课堂上的情景!但从刚才

这些情况中便可得知!教师们在三尺讲台上一

定是尽心尽力地向学生传授毕生所学!我不由

得先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此师非别师!乃新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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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们携起手来!见证她的奇迹和她那不

寻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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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 周口文昌中学
C

上学前班
不必'随大流(

一些小学老师认为! 上过学前班

和直接从幼儿园进入小学的孩子相

比!在刚入学时可能有一点差异!但两

个月后这种差异就没有了" 主要表现

在学拼音的时候! 上过学前班的孩子

对拼音有一定的了解! 拼读的能力稍

强一些"其他像数学$体育和音乐方面

没什么区别! 而一些上过学前班的孩

子正式上课时反而不专心! 形成不良

的学习习惯!改起来比较难" 所以!家

长们没必要在意学前班里学的那点

)知识*"

现在!所有的幼儿园都把)幼小衔

接*当成最主要的教育内容!对孩子们的

学习习惯进行调整! 对入学前应该掌握

的知识进行储备"所以!在规范的幼儿园

里学习的孩子大可不必去上学前班"

教育专家认为!四种孩子应该去学

前班" 一是没有进过幼儿园!长期在家

中生活的孩子!为了培养学习习惯和一

些知识应该考虑上半年或一年的学前

班" 二是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不规范的孩

子!幼儿园没有给孩子进行应有的学前

知识和能力储备! 与家长的沟通不够!

孩子不能得到良好学前教育的" 三是孩

子的自制力比较差! 缺乏时间观念!在

家庭中没有科学作息时间的" 四是在幼

儿园经常缺勤!没有连续并正规地参加

幼儿园学习生活的孩子"

对于众多的家长来说! 不要急着

把孩子从幼儿园转到学前班! 需要做

的是配合幼儿园做好孩子入学准备"

父母应在家庭中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

氛!帮助孩子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安排

好作息时间! 帮孩子树立自觉学习的

习惯" 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带孩子到小

学进行参观! 了解学校的生活和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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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省教育厅日前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加强汛期校舍安全排查!对查出有重

大险情的校舍!要及时进行鉴定!对被鉴定为

5

$

6

级危房的要及时维修加固, 对被鉴定为

7

级危房的要立即封存停用!限期拆除"

我省要求!对本行政区内中小学尤其是农

村山区中小学!要做好校址可能受山洪$泥石

流$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破坏的排查监测工

作! 重点排查农村中小学特别是村小的校舍$

厕所和校园围墙!以及使用年限已到期或即将

到期的校舍等"

我省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

立健全汛期预警体系和预案!落实人员和物资

保障,要切实落实学校安全值班制度!保证信

息渠道畅通" 学校有危房而不报告的!责任在

学校校长和中心校校长,学校报告而没有及时

得到维修改造的!责任在县级政府,造成校舍

安全责任事故的!将严肃查处!并追究领导责

任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李见新*

西华县职业教育高考成绩显著

!!!!!!

本报讯 今年! 西华县职业教育在对口升

学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科上线人数依然位

居全市先进行列" 报考人数共
43-

人!本科上

线人数
4-

人 ! 上线率
0849

, 专科上线率

.--9

" 今年高分层较为突出!其中服装专业牛

晓静$ 祁梦欢$ 高博分别以总分
))"

分$

)"/

分$

)"*

分位居全省第一名$第三名$第四名"

西华县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连续
."

年来均

居全市前列!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广大群

众的支持" 该县职业教育在先期试点的基础

上!凭借学生社团这一平台!引导学生在创新

中就业!在就业中创业!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

)张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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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小朋友

在南宁市万象城滑冰场

练习滑冰技能$

暑假期间"广西省南宁市

不少小朋友到滑冰场学习滑

冰"感受清凉健身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