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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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唯一分校"

中国优秀青少年
'0!1

岁一站式培训

基地#语数英全科教育专家$现开设
+

四至七

年级郑州名校龙班%阅读作文班%四大名著

班%唐诗宋词班%华陈数学班%精品英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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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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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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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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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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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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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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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咨询
婚姻家庭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培训#国

内顶级专家!当前红人"通过各种实战案例

分析视频授课#确保证书与能力同步$ 无忧

心理咨询#关系修复#行为矫正$ 达到内心如

释重负#不再困扰$ 面询网询语音询电话询

均可#尊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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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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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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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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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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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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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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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0112223456.7389:37;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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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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助学金
=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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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体育名师送教工程(

现场会在郸城县实验中学隆重举行#全国中小

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赵超君#周口市教

育局体卫艺科郭予洲分别参加会议并讲话#郸

城县各乡镇中心校体卫艺专干%局属学校负责

体卫艺工作的副职以及全县中小学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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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加了这一送教活动$

会上#分别由郑州市第
"#

中学体育教师徐

辉上了示范课)三步低手上篮的教学过程*%濮

阳高新区实验学校体育教师姬彦忠上了示范课

)三步球移动传接球技术*%郸城县三实中体育

教师韩涛上了交流课)蹲踞式起跑*#送课教师

和观摩教师现场互动%答疑交流#气氛十分热

烈$

整个活动进行了
(

个小时# 与会教师积极

性很高#反映很好#大家一致表示#这种形式的

送教活动对于基层教师收益很大#今后应多组

织%多进行$

据了解# 河南省中小学 '体育名师送教工

程(是河南省教育厅基础教研室精选全省体育

名师和知名专家组成送教团队#以现场作课观

摩%专家讲学和答疑解惑等形式#面向全省基层

体育教师量身打造的的一项教研活动$ 三步球

是濮阳市开发区实验学校自主研发的新兴体育

项目并取得了国家专利#人民教育出版社将其

列入体育新课程改革校本教材内容#)三步球理

论与实践*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张本宝 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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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妈妈太喜爱自己的孩子#以

至于到溺爱的程度$ 吃饭%穿衣%如厕

等生活技能均要代劳或者帮助# 有的

孩子上小学时还不会这些基本的生活

技能+如果你是这样的妈妈#你该想想

你能帮孩子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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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孩子塑胶或压克力的杯子#

让孩子自己学习拿住杯子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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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扶着东西移步到独自迈出

步伐走路# 代表着他的世界扩大且丰

富了$所以宝宝学会走路后#每次出门

尽量让他自己走路# 避免抱或是坐手

推车$ 上下楼梯也尽量让他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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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而言#自己吃饭不仅仅是吃

而已#还是一件新奇%好玩的事$有些父

母担心孩子弄脏地板%衣服而去喂孩子

吃饭#剥夺了孩子练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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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给孩子示范洗手的过程#

让孩子学习并加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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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可安排孩子坐在马桶上几分

钟#让他习惯坐马桶这件事#提醒孩子

大小便前要告诉父母$

'"234567#

孩子到了
1

岁左右# 喜欢自己穿

脱衣服%鞋子#为孩子准备容易穿脱的

衣和鞋#如扣子简单的上衣%有松紧带

的裤子或裙子%粘贴式的鞋子等#并教

导孩子简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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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带宝宝一起购买牙刷开始$

平时盥洗用品应放在孩子容易拿到的

地方#刚开始#大人可握住孩子的手教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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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来的衣服可以让孩子一起帮

忙折叠$ 孩子折好衣服后#别忘了称赞

他#孩子将会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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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家中固定地方作为放玩具的

置物箱或置物处$ 当孩子收拾完玩具

后#记得给以正面以及肯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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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还小时#会用拉%抱%指或发出

其他声音的方式表达需求#到了
!

岁以

后# 父母应鼓励孩子多用语言表达需

求#为其提供练习说话的机会$

'博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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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商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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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度教育工作会议在一高学术报告厅召开$ 局机关

领导班子成员&股室副股级以上干部&县直学校班子成员及班主任代表&各乡镇'街道办(中心校

班子成员&初中学校班子成员&小学校长近千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回顾了上一学年取得的成

绩"并对下一学年工作作了全面安排#

张燕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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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浙江浦江县出台政策%无偿献血

超过
"%%%

毫升% 直系子女参加中考可获得加

分&其中%献血
"%%%

毫升加
!

分%

3%%%

毫升加
1

分%超过
&%%%

毫升加
(

分&

无偿献血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

事业% 无偿献血不仅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体

现%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公益事

业最大的特点在于公益性% 浦江县卫生局出台

的'献血加分(政策%虽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本

地的无偿献血事业%本无可厚非%但与中考加分

捆绑在一起是典型的)拍脑袋(决策%能否达到

推出这项政策的预期效果有待商榷*

退一步说% 让无偿献血这样的公益事业染

上功利色彩也并非好事* 中考是决定考生进入

高中就读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激烈的中考竞争

中%谁最终能如愿以偿%关键就看考生的分数*

考分的高低决定着学生对未来就读学校的选

择% 拥有高分的考生理应对优质教育资源有优

先选择权%进而直接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很多

家长必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追逐献血加

分政策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献血加分(政策的

推出%无疑将社会公益事业牵扯进利益的旋涡%

有违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的公益性特征% 严重损

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

纵观此次+献血加分(政策风波%我们可以

发现一个让人不解的地方" 制定这项政策的主

要操作者竟然是浦江县卫生局% 让我们更加怀

疑这项政策的合理性* 浦江县卫生局制定有关

中考加分的政策助力本单位工作推进% 恐怕是

在职责上越位了*一个地区有很多机构%如果其

他职能部门照葫芦画瓢迅速跟进% 制定类似的

政策%那中考加分政策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其实% 即使是作为制定中考加分政策的教

育行政部门%也不能随意决定中考加分项目-为

了给考生构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确保教育

公平%国家对中考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清理%对

那些可以人为操作的加分项目予以剔除% 这是

国家为了保障教育公平而采取的切实举措* 在

国家严格控制考试加分政策的大背景下% 浦江

出台的+献血加分(政策明显与国家政策背道而

驰*

对这种乱加分的现象% 我们应该采取有效

措施予以遏制% 尤其要明确实施加分权力的机

构%即哪级政府.哪个部门有权提请或批准中高

考加分事项%明确加分的项目%明确加分政策的

出台程序%明确加分的监督/出台加分政策要公

开透明%要充分征求民意%经得住民意检验* 如

果不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 不经过充分论证就

贸然实施加分政策% 会人为地制造竞争的不公

平%损害的是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

近些年% 各地五花八门的中考加分政策可

以演绎成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加分政策%浦江的+献血加

分(政策无疑就是最新版本*地方政府必须明确

自己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不能做+权力上的超

人(% 让荒唐的土政策影响教育改革取得的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