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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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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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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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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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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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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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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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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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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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0112223456.73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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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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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一女子用铁链拖男孩%

!#

月
2

日凌

晨$一名网友发的微博引发关注% 珠海市公安

局拱北分局
2

日傍晚对外回应称$ 经调查两

人为母子关系$ 警方已对事主这种粗暴的行

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

*+

月
%

日(北京晨报)*

亲生母亲用铁链拖行儿子% 如不是亲眼

所见%很难相信当下社会还有如此让人痛心&

愤懑之事' 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规

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

的家庭环境% 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

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不管出于何

种理由%这位母亲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相关

部门不能仅仅止于对之批评教育% 还应综合

评估是否保留其孩子的监护权,

家% 本应是一个让孩子感到温暖和安全

的地方, 当孩子视回家为危途%为人父母者要

深刻反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尊重孩子的权

益与想法%多与之沟通%而不是以成人之威权

施以暴力, 父母还要明白%孩子不是父母的私

有财产%不是父母情绪的发泄口%更不是供父

母任意拿捏的工具, 孩子的成长需要更多的

理解和关爱%童心需要用心去呵护%暴力解决

不了问题% 暴力尤其是冷暴力只会让孩子与

父母越来越远%给孩子留下难以抹去的伤害,

衷心希望此类寒心事件不再见诸报端,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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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年
!#

月
!1

日是我国

第一个扶贫日%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集中开展
%#!"

年教

育系统扶贫日活动%

通知要求$ 各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扶

贫活动% 中小学以扶贫教育为主$通过帮助身

边家庭困难学生&参加扶贫志愿活动&同贫困

地区孩子结对子等多种形式$ 增强学生的扶

贫意识% 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将扶贫教育和

扶贫活动有机结合$在师生中开展扶贫教育&

扶贫帮困&志愿服务和捐款捐物等活动%

通知强调$ 直属高校要在校园内集中组

织一次对定点扶贫县&专项扶贫县宣传活动%

开展扶贫捐款&贫困助学等活动$募集款物统

一用于本校扶贫工作% 中小学原则上不组织

捐赠活动% 组织捐赠活动的学校必须严格坚

持自愿原则$ 捐赠款物的使用要有明确的管

理制度$用途必须公开透明%

通知要求$ 各地要集中开展扶贫日国情

教育活动%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

强对学生的国情教育$ 激励学生关注贫困地

区&关爱贫困群众&支持扶贫工作% '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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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华一高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按照(河南省创建+平安校园,创建工作实施办法)"对学校

安全工作进行全面自查"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创建工作$ 图为学校进行的火灾演练$ 高曙光 摄

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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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家长的习惯和性格$ 导致了

家庭教育的不同方式%然而$以下几种

方式却是万万不要采取的%

唠叨%很多孩子说$一听爸爸妈妈

唠叨就烦% 这是为什么呢( 试想一下$

谁都不喜欢身边成天都有一个人唠唠

叨叨$孩子自然烦了% 所以$唠叨的教

育方式要不得%

数落%唠叨的同时就是数落%孩子

在家里总是不停地被数落' 你怎么不

用功啊(你怎么不做作业啊(你怎么只

知道玩啊(数落比唠叨更恶性了一点$

因为数落常常带有谴责性质% 这样极

易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 把孩子积极

性的火苗扑灭了%

训斥%许多家长动不动就训孩子$

这也不好$那也不对%训斥又比批评升

级了一些%适当的批评是可以的$但训

斥容易让孩子反感%

打骂% 虽然现在打骂孩子的家长

少了$但还是有不少家长相信)棍棒底

下出好人*%这样的方式早已为人所诟

病$一定不要尝试这样的教育方式%

规定% 规定孩子考试的平均成绩

必须达到多少分$名次要进入前几名$

上哪个重点中学$考哪所名牌大学%这

也是伤害孩子的家教方式% 一个积极

上进的孩子会为自己制定目标的$家

长将脱离孩子实际的高目标强加在孩

子身上$孩子会很累$加重了孩子的精

神负担$尤其是考前情绪会非常紧张%

如果考试前不对孩子施加压力$ 告诉

孩子只要考出真实的成绩就行$ 结果

孩子可能考得更好%面对好成绩$孩子

自己倒可能还不满意$ 觉得某几处丢

分太多$愿意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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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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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2

日
$

时
"#

分左右$ 太康

一高西校区发生一起盗窃事件% 盗贼当场被

抓获$而学校两名保安在与歹徒搏斗中$身负

重伤$现在医院疗伤++

2

日
$

时
"#

分$太康一高保安李欢迎&刘

光辉& 郭才贞三人在值班室发现二年级教学

楼走廊的监控画面与往常不一样$ 他们立即

拿着手电等工具到现场查看%

"

时
2

分$他们

在教学楼发现盗贼的身影% 李欢迎&刘光辉二

人在二楼东侧走廊围住盗贼$ 与盗贼进行英

勇搏斗$盗贼见无路可逃$准备跳楼逃跑% 李

欢迎&刘光辉猛扑上去$抓住了盗贼!当时他

们本着对盗贼负责的态度$ 担心盗贼从楼上

摔下去$出现生命危险"$可是盗贼却用手拿

的一个
%

厘米粗$

$#

厘米长的尖利凶器向李

欢迎&刘光辉乱刺++两位保安被歹徒刺中$

鲜血直流% 他们不顾疼痛$与赶来的郭才贞一

起制服了盗贼$ 随后赶来的民警将其带回了

派出所% 然而$民警刚把歹徒带走$两位保安

就因失血过多晕倒了$ 后经
!%#

急救车送往

医院急救% 李欢迎头部骨折$左耳被穿透,刘

光辉头部受伤$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魏华*

编者按 太康一高李欢迎&刘光辉两位保

安%为保护学校和师生财产安全%面对穷凶极

恶%入校盗窃的歹徒%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勇

斗顽凶%尤其是在李欢迎头部受伤%左耳被穿

透%刘光辉头部受伤%全身鲜血的情况下%将歹

徒制服%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们是学校的忠诚卫士% 舍己为人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李欢迎&刘光辉在平时的

工作中%一直积极主动%态度认真%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尽心尽责地守卫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他们牺牲自己的小利益%维护着学校的

大安全, 希望两位英雄早日康复%太康一高乃

至全社会需要这样的英勇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