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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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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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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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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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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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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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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助学金
=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n23%#&-....'' "(¡%¢B� # (£ -*

(�+¤ +¥@A)Q-@A¦§6¨(©+,-

ª¤Z.: -%%0« �

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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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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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

日召开的教育

部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 部党组书记&

部长袁贵仁就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提出$

要加快推进教育法律法规的 (立& 改& 废&

释)$ 以法治方式推进和保障改革$ 以法治思

维解决教育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

袁贵仁提出
3

点要求' 一是迅速掀起学

习研究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坚持

领导带头$ 制定专门方案$ 营造浓厚氛围%

二是大力推进教育部门依法行政和学校依法

治校的意识与能力建设% 要转变观念$ 切实

增强法治意识% 三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深入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要加快推进教

育法律法规的 (立& 改& 废& 释)$ 以法治方

式推进和保障改革$ 以法治思维解决教育管

理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是切实把法治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

程$ 大力推进普法教育$ 以多种形式推进学

校法治文化建设% 五是着力推进法治人才培

养机制创新% 要重点加强理论体系& 学科体

系和课程体系建设$ 深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

教育培养计划% 六是结合做好年底工作和谋

划明年工作贯彻好全会精神$ 要扎实推进今

年年底工作$ 及早谋划明年工作的重大思路

理念& 重大政策举措& 重大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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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全国教研先进个人&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物理名师史献计为郸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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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初中物理教师开展)知情交融状态下的物理教学*专题讲座$ 据悉"我省国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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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送培到县项目是为落实+国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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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短期集中培训项目

采取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开展形式$ 图为培训现场$ 张本宝 安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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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空间曾是爱迪生&爱因斯坦&比

尔*盖茨的少年乐园% 在发达国家$想象

力作为发明创造的基础$被认为是
$!

世

纪竞争力的一种%但在我国$想象力丰富

往往被斥为(异想天开)%

最近$媒体纷纷报道$我国有关部门

完成了(中国城市儿童想象和幻想研究)

课题%

该研究透露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信

息$比如$想象在儿童的学习和思维发展

中具有重要作用+人的想象力越强$思维

能力越强+想象力强的人$记忆能力一般

也较高%调查资料显示$幻想力和想象力

特别强的学生$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儿童的想

象力却被严重幽闭%

目前$ 应试教育仍是阻碍想象力和

幻想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专家认为$在这

种教育模式下$ 想象和幻想教育没有被

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统一的教育方式&统

一的标准答案正束缚着学生的想象力%

专家分析指出$ 想象是人进行创造

活动的必要因素$ 它在儿童的学习和思

维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儿童时代

是一个人的想象力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时

期$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启发幻想&想

象力的课外活动$ 十分有利于促进儿童

想象力的发展%

然而$ 城市儿童想象和幻想课题研

究结果显示$目前$较少组织和从来不组

织启发幻想和想象的活动的学校占了约

三分之一%

除了学校以外$ 父母们也没有给孩

子提供发展想象的心理空间% 父母过分

看重分数$孩子的学习成绩好$家庭气氛

就比较活跃$否则$气氛也会马上紧张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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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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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 中央财

政安排的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地区补助将

执行新标准$ 从每日补贴
0

元提高到
"

元$达

到每生每年
'%%

元%

财政部教科文司介绍$ 我国从
$%!!

年开

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旨在

改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状况和身体素质% 此次调整标准$是为了解

决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

下一步$ 将继续鼓励各地以贫困地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点$因地制

宜开展营养改善地方试点$中央财政对开展地

方试点的省份按照不高于国家试点标准的

(%,

给予奖励性补助%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0

年底$中央财

政共安排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
0%%-0

亿元$安排食堂建设资金
0%%

亿元$用于支持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营养改善国家试点和

其他地区开展营养改善地方试点$ 惠及
0$%%

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

年$ 中央财政共安排营养改善计划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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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比
$%!0

年增长了
&-",

% 其

中$安排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试点补助资金

!0&-"

亿元$安排地方试点奖补资金
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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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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珂

本报讯 (你想知道家庭和睦的良方吗,你

想了解如何正确地教育孩子吗, )近日$记者

从神墨教育周口盟校了解到$ 在本周六也就

是
!!

月
'

日$(民进中央*开明大讲堂)公益讲

座周口站$将邀请国学大师&北京香庐书院院

长孙一乃$开展以(夫妇和睦与教子之道)为

主题的讲座$市民可免费听讲%

据了解$孙一乃老师将以孝道为切入口$

结合现代心理学$融合儒释道的精髓$向我们

讲解(夫妻如何相处&孩子教育难&如何与父

母沟通)等问题%

此次讲座的承办方神墨教育周口盟校负

责人告诉记者$ 该讲座是由民进周口市支部

委员会& 民进中央开明慈善基金会神墨教育

专项基金主办$ 属公益性质$ 不收取任何费

用% 本周六上午
&

点$市民朋友均可到周口人

民会堂免费观看% 此外$当天到场的观众可获

赠由孙一乃老师创作的 -夫妇和睦与教子之

道.图书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