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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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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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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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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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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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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Q- -*!%()#&+)!

zp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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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5()c`(+,-{|}~

kP #..(.%%''''���"<%RS@A:�p

���gRsFGkP #!#%(#&''''c�Be"

<% _'@A/�c�BeD�OP #)#-((#''''

��l�"<%��I�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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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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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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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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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博宇双语幼稚园的校园里热闹非凡"一群可爱的孩子和朝气蓬勃的小鱼哥哥在动感十足

的音乐声中开心地游戏着"这是今年博宇双语幼稚园开设的新课程'''体智能课程$ 丰富多彩且极

富挑战性的体质能运动"在活动音乐帮助下激发了孩子们运动的欲望与积极性$ 博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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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孩子进行表扬% 奖励是需

要技巧的$ 表扬% 奖励孩子# 可以鼓

励孩子#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习惯' 在

表扬和奖励中还可以激发孩子的上进

心# 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荣誉

感# 培养孩子自我约束的能力# 还可

以增强孩子的是非感# 有助于父母与

子女之间情感的加深$

孩子履行了父母的要求% 希望#

父母可以给予表扬% 奖励' 孩子有了

良好的行为表现# 虽只是小事# 也可

给予表扬% 奖励' 孩子完成了一件比

较困难的事情# 表现了勇敢的品质或

一定的毅力# 也可得到父母的表扬%

奖励$

家长要把握住表扬 % 奖励的时

机$ 孩子的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家长要把握孩子的心理脉搏# 表扬%

奖励要及时# 使孩子良好的表现得以

强化% 巩固$

此外# 表扬也好# 奖励也好# 都

要实事求是# 因为这是对孩子的一种

评价# 要让孩子在表扬和奖励中认识

自己$ 评价过高# 容易让孩子盲目满

足' 评价过低# 又不容易达到激励的

目的$ 同时# 表扬% 奖励时家长的态

度要真诚# 最好不要给孩子实现不了

的承诺# 一旦许诺就要守信$

近几年# 有些人把 (赏识教育)

称为 (万能的教育)# 并且说 (赏识

孩子时# 可以无中生有)$ 这种说法

是值得商榷的# 想用一种教育方法取

代所有的教育方法是不科学的$

(博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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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河南省政府出台*关

于优化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解决城镇基础

教育资源不足问题的意见+# 提出将扩大城镇

基础教育资源#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中小学

和幼儿园(入学难)%(入园难)%(大班额)问题$

我省要求#从
2%!(

年起#省政府将把解决

城镇基础教育资源不足工作列入全省十项重

点民生工程#纳入对各地政府的年度考核目标

体系$ 要完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动态管理机

制#严禁空编不补和挤占%挪用%截留教职工编

制'要按照*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合理配置教职工#满

足学前教育发展需要$

我省规定#各地要适应城镇化进程中人口

变化趋势和中小学%幼儿园建设需求#编制布

局专项规划# 并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严格实施#

不得随意变更$ 各地政府规划部门在核定城镇

住宅小区规划设计条件时#要结合周边住宅小

区规模#合理确定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面

积'对新建城镇住宅小区#地方政府要统筹配

建中小学%幼儿园$

(李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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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在武汉取消官方举办的&小升

初'统一招生考试
!2

年后的今天%民间发起的

一场(小升初)联考却在武汉悄然进行*

)(%%

多

名刚升入小学毕业年级的孩子% 在武汉三镇共

计
)(

个考点%开始了一场特殊的联考*

事实上%这样的(联考)不是武汉独创%广州

有过%其他地区也有过*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

定%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须遵守适龄儿童免试

入学*今年教育部又出台新政规定%初中新生实

行免试就近入学-热门初中实行多校划片%若报

名人数超过计划数%以摇号方式确定招收学生-

严禁任何招生考试行为% 严禁委托或变相委托

第三方组织学科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招生考试作

为招生录取依据* 可见%无论是官方组织%还是

民间行为% 以考试成绩和竞赛成绩作为入学的

条件%不仅是违规的而且是违法的*

对于民间性质的&赛事)%当地有关部门表

示&难以监管)%只要它没违规%没有影响到学校

的正常教学%就无法干预* 其实%+义务教育法,

条文清楚地摆在那里% 民间组织这样规模的考

试怎么就不违规呢.事实上%/小升初)统一招生

考试的存在% 暴露了当前依然浓烈的应试氛围

和急功近利的教育生态*而改变这种生态%使学

校真正沿着素质教育的轨道走下去% 教育行政

部门需扭转懒政思维下的&无法干预论)%真正

拿出勇气和举措来% 加大对社会办学实体的监

管力度%对民间的教育行为和家长的功利心态%

给予法律法规范围内的有效引导% 而不是被不

良教育风气牵着鼻子走* 听之任之或不作为的

后果%只能是导致类似的考试之风愈演愈烈%最

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教育自身*

在民间&小升初)事件中%我们真正应该反

省的是"为何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应试

的包袱总是甩不掉. 民间&小升初)考试为何会

有存在土壤. 表面来看%在初中招生过程中%很

难把握招生标准* 在对学生选拔缺少参照的情

况下%难免会参考一些奥赛0杯赛成绩%毕竟大

家都希望招到优质生源% 而考试成绩可谓是最

省力的选拔依据1但是%真正的根源在于优质教

育资源不足* 划片招生%从程序公平角度看%对

区域内的孩子是公平的% 但实际不同区域的教

育资源是不均等的%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不同

学校的办学条件0师资水准0教学质量也是不一

样的* 因为教育不均衡的现实存在%加上(望子

成龙%盼女成凤)的文化传统%家长把(民间联

考)看作一种对孩子的爱%让孩子在义务教育阶

段领先一步%成了家长最务实的教育实践*诚如

报道中某家长所言%(在教育资源不均的情况

下%只要高考指挥棒不变%我们就只能靠这些来

自救%说不定在录取时能作为参考)*

由此可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确保每个孩

子受到公平公正对待% 只有法规和制度是不够

的%还需教育行政部门助力薄弱学校尽快发展起

来% 在推进教育均衡和扩大优质资源上下真功

夫* 如更大范围地实施九年一贯制教育%探索学

区制0校际深度联盟等形式%而不是人为地将学

校分为三六九等* 学校也要在内涵发展上下功

夫%改变教育理念%消除学生家长们对于孩子求

学的忧虑心态%努力将学校办出特色%成为家长

放心0学生向往的乐园*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不是一朝一夕的%根本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和教育

行政部门对教育是否真的用心%是否真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