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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该县实验中学

新校区举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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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生参加% 张本宝 安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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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
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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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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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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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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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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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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23%#&-....''§"(¨%©B� # (ª -*

( +«§+¬@A)Q-@An6®(r+,-

¯«Z.: -%% 0°§¦

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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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

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落实
$#!(

年中央

!

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

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准确

掌握各地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情况$及时核

拨中央综合奖补资金$教育部日前对连片特困

地区县的
$!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下统称
$$

个省份"

$#!(

年乡村教师生活

补助实施情况进行通报%

通报显示$

$#!(

年中央财政共核拨项目综

合奖补资金
%+!'

亿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

县覆盖率为
(!3

%

通报显示$

$#!(

年中央财政共核拨连片特

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项目综合奖补资金

%+!'

亿元% 除陕西&甘肃计划于
$#!"

年
(

月底下

拨外$其他省份已全部下拨% 多数省份将奖补资

金用于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改善乡村教师待遇$

也有部分省份如河南&四川&贵州&新疆等统筹用

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中其他项目%

从补助覆盖范围来看$

$$

个省份的
2%%

个

连片特困地区县$已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的

有
!"

个省份的
$!%

个县 $ 实施县覆盖率为

(!3

% 所属连片特困地区县均未启动实施的
&

个省份分别是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

西&贵州&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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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施

县共有乡村学校
(+#$

万所$ 乡村教师
"%+%2

万

人$ 其中享受补助学校
$+"%

万所$ 乡村教师

($+$(

万人$覆盖率分别为
&$3

和
2'3

% 按实施

县乡村教师覆盖率排名$ 由高到低依次为青

海&新疆&四川&山西&湖南&安徽&甘肃&宁夏&

云南&江西&陕西&重庆&湖北&河南%

从补助标准与资金投入来看$已实施县平

均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

元$平均补助标准

在
(##

元及以下的县占
"&3

$

(##

元到
2##

元

的占
(23

$

2##

元及以上的占
!23

% 已实施县共

投入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
%+%&

亿元$湖南省

投入最多$为
(+&$

亿元% 各地资金来源多由地

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其中$县级政府独立承

担的占
$23

$市级政府独立承担的占
$3

$省级

政府独立承担的占
$23

$ 地方各级政府按比例

分担的占
"23

%

从各省份政策制定情况来看$目前省级层

面已出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的有内蒙古&

安徽&江西&湖南&广西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

夏&新疆
!#

个省份*河北&山西&吉林&湖北&四

川&甘肃
2

个省份教育&财政部门已基本达成

一致*重庆&贵州&陕西
(

个省份教育部门已制

定方案$ 正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 黑龙江&河

南&新疆兵团
(

个省份正在调研论证%

(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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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学生不在课堂上玩手机% 是今天高

校面临的一大难题& 而据 '中国青年报(

!!

月
2

日报道%在各种与手机斗智斗勇的课堂故事不断

上演的同时%南京大学却有一门课程反其道而行

之"学生上课前应把手机充足电&这门用)微信点

名*的课需要学生使用微信平台%通过规定时间

内回答问题的方式来签到+ 此外%学生还可以通

过微信平台随堂交作业,这门课因此成为南大首

个鼓励学生用手机的课,

时下是手机迅速普及的时代% 而大学生是

手机使用频度最高的社会群体之一,他们中的一

些人甚至成了-手机控*-课堂低头族*%严重影响

了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手机该退出大学课堂

了*%现已成为一种普遍呼声, 反观高校方面%眼

下-把手机请出课堂*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创设

-无手机课堂*...老师课上暂时没收手机%或者

课前全体学生主动把手机放到教室里的手机袋+

客观而言%这个办法难称巧妙%一方面把大学生

-矮化*为了没有自控力的未成年人%另一方面也

没找到-手机顽疾*的症结之所在+

治理高校课堂里的-手机顽疾*%首先要弄清

楚造成这种顽疾的病灶是什么+ 总体来看%原因

是多方面的+一是许多高校对学生的课业和考试

要求不严格%效果相当于给学生-放水*%很多学

生没有把及格和毕业当成多大的事儿+二是一些

课程的设置本身就不合理%不选修却又无法获得

学分%学生只能硬着头皮去听课%听讲的意愿自

然会弱+三是一些老师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方

法陈旧%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力+ 四是移动通信

网络发达%覆盖了教室%数字化校园建设还提供

了无线网络% 学生在课堂上随时都能用手机上

网+

因此%高校解决课堂里的-手机顽疾*就需对

症下药+笔者建议%首先%要加强对学业的严格管

理%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不能通融%力促学生积

极/主动学习, 其次%要系统地改革课程计划%增

强课程本身对学生的吸引力, 最后%需要老师及

时更新课程内容%并用小组讨论和-翻转课堂*等

教学方法激活学生的课堂参与感, 此外%可以在

教学楼里设置网络屏蔽...上课铃声一响就立

即开启屏蔽模式%下课时则解除屏蔽,

进一步来说%高校课堂-手机顽疾*的治理不

能仅仅简单地依靠推行-无手机课堂*%而且事实

上%手机对高校课堂而言%也并非洪水猛兽,像本

文开头提到的南京大学的做法便值得借鉴,教师

若能把学生的手机利用好% 还能创新课堂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比如%让学生把问题通过手机短

信/微信/

44

等发送到教室前的大屏幕上%师生

一起解决问题%实现新互动,另外%还可以用微信

群和
44

群在课下进行讨论, 说到底%-手机顽

疾*并非手机的问题%而是手机使用不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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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宝宝从一出生就具有

记忆的能力$ 他通过各种感官跟周围

的事物相互作用产生记忆$例如$宝宝

通过嗅觉记住妈妈的气味$ 通过手感

记住自己的小玩具$ 通过听觉记住曾

经听过的音乐等% 随着宝宝渐渐长大$

有时你随口说出的一个词语$ 不知在

什么时候就被宝宝记住$ 第二天他突

然说出来会吓你一跳% 宝宝的记忆力

就是如此神奇$ 那么其中到底蕴含着

怎样的奥秘呢+

奥秘
*

'以无意记忆为主

(

岁前的宝宝的记忆大多数属于

无意记忆$ 也就是说他对事物的认识

和记忆$往往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 因

此$ 这时候宝宝的记忆带有很大的随

意性$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甚至于

是你让他记什么$他就记什么%

奥秘
#

'以机械记忆为主

(

岁前的宝宝因为大脑还未发育

完全$理解能力较差$当他们对记忆的

事物不了解时$只会死记硬背$进行机

械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宝宝可能会很

多歌曲和儿歌$ 但是对歌词和儿歌的

意思并不理解的原因%

奥秘
+

'偏重于形象记忆

(

岁前的宝宝$尤其在学会说话之

前$他的记忆就像在照相$所记忆的内

容大多是事物的形象% 因此$直观&形

象& 有趣味的事物往往能够吸引宝宝

的兴趣和注意力$ 让宝宝自然而然就

记住了%

奥秘
%

'容易受情绪影响

(

岁前的宝宝的记忆富有情绪色

彩$ 特别容易记住那些令他愉快或悲

伤的情景或事物% 在听故事&儿歌时$

宝宝往往特别容易记住其中最有感情

的那些句子$一些形象生动的词语$也

能引起宝宝情绪上的反应%

(博宇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