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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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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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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

23%%*&+,#!*(##)''-!!-#%.($#)

7$%/0012334560780/69*%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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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Q-BR����. [BR�

���k[ �-* [�S���

�"��X� **c� ¡¢R�£!¤�'

[ �-%&c�¥£!¤�'[ �!-*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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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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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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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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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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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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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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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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周口市六一路小学邀请民警为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安全教育课$ 通过讲座"同

学们学到了如何预防和减少意外伤害等安全知识"使自身的法制安全观念得到了增强"明辨是非

的能力有了提高"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朱晓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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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和
!"

日$郸城县第三

实验中学
!"#

多名教师先后到淮阳西城中学&

淮阳一高初中部观摩高效课堂$为优化完善本

校高效课堂建设充实理论储备和实践参照%

期间$ 前来观摩的老师带着学校统一布

置的
!#

个高效课堂问题$认真观摩了
"

节高

效课堂$听取了(如何达到高效课堂)和(导学

稿的编写和应用)专题报告$体验了学习小组

建设$ 观摩了大课间活动和学校一日常规管

理$感受了*食无语+餐厅文化% 前来观摩的老

师就导学案的编写运用&课堂环节和做法&学

习小组建设和评价& 调动学生积极性等实操

技能和做法与主校老师深入交流$ 并结合自

身教学写出了深刻体会和切实课改措施%

在汇总教师们学习心得和建议的基础上$

郸城县第三实验中学出台四项优化措施$进一

步完善高效课堂建设$ 一是参照月考成绩$合

理分组$优化班级学习小组建设,二是完善小

组积分制度$ 建立科学有效的小组评价机制,

三是分学科组开展听评课活动$规范优化课堂

环节,四是加强集体备课$完善导学案$增强课

堂实效性% '张本宝 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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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商水县教体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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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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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计划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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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用于校舍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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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建设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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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

米$用于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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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补齐教学设

备*短板+$经过
'

年努力$将全力完成*全面改

薄+项目实施$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

一是加快*全面改薄+校舍建设步伐% 以

校舍建设为重点$投入
$2&'"+'(

万元$新建&

改扩建和加固改造各类校舍建设
$"+#$

万平

方米 % 同时 $ 根据各项目学校情况 $ 投入

(1"$+1$

万元$新建体育场
(2+(&

万平方米$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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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相应的附属设施建设%

二是逐年完成教学及生活设备设施购置%

以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为重点$ 在
$#!"

年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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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完成课桌椅购置,计

划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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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采购生活设备% 从
$#!"

年开始$累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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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
'

年时间$

逐步完成图书&学生餐桌椅&教学实验设备&教

学网络建设等采购和教师培训任务%

三是分阶段逐步实施%

'

年*全面改薄+共

分调查摸底阶段&规划编制阶段&组织实施阶

段&总结评估阶段%

四是加强保障措施% 首先$成立商水县全

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县教育&发改&财政等部门$研究

部署*全面改薄+工作$制订*全面改薄+工作方

案$督促*全面改薄+工作进程$使各部门各负其

责&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其次$加强制度建设$细化项目管理$运用信

息技术加强基础数据管理&动态监控$全程管理

改薄内容和项目实施% 新建工程项目严格履行

基本建设程序$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严格落

实政府采购&招投标和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制

度$确保各项工程阳光操作%把*补短板+满足需

要放在首位$坚持勤俭节约$加强资金监管$保

证专款专用$杜绝资金违规使用现象% 最后$加

强进程监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实现

*改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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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西华一高对校园进行拉网

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登记造册$建立安

全台账$并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负责人% 该校

尤其重视对门卫及宿舍的安全管理$添置了不

锈钢钢叉&警棍&辣椒水&钢盔&强光灯等安防

设备% 校园实现了以视频监控为主的技防&人

防&物防全覆盖$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监控$视频

监控机房有人
$"

小时值班$ 当天有值班领导

和保安人员不断在校园巡查并做记录% 该校

把*防患于未然+作为安全工作的目标之一$制

订各种安全处置预案并组织演练$使其具有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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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时调皮$那是儿童的天性$

但如果变成太爱捉弄人$ 就会让家长

们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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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捉弄人可以分成两种情

况$一种是不尊重他人$属于欺负人一

类的$这时家长应该给予干涉和纠正,

还有一种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只为了

好玩或是好奇$ 只要不过分就不用太

着急纠正$这是淘气的表现$等孩子长

大后就会好的% 很多家长由于过度紧

张$ 常常把这种十分正常的成长现象

当作是缺点% 为什么很少有大人喜欢

恶作剧- 因为大人想的事情太多$没有

了好奇$没有了如同孩子那般的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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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捉弄人是孩子天真的体

现$只要后果不过分$又能懂得事后道

歉$那就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了% 当然$

家长也要做好适当引导% 其实$有时孩

子捉弄人$是为了要引起注意$只要孩

子的出发点不是恶意的$ 家长都可以

奇妙地把*捉弄+转变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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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常有捉弄别人的行为$家

长应首先弄清原因$然后耐心地引导孩

子改掉这种行为% 有些孩子自控能力差

也是一个原因$对于这样的孩子$家长

可以和他一起玩有趣的亲子游戏$使他

们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任性&

自私的孩子$家长应做到不溺爱$并以

身作则$做孩子的表率%

帮助孩子明辨是非很重要$ 让他

知道什么是好的行为$ 家长也可以通

过一些手段$ 让孩子体会被捉弄的感

受$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在日常生

活中$ 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地与同伴

交往$在友好交往中学会谦让&礼貌&

关心别人等良好的品质$ 人际关系好

的孩子是不爱捉弄同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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