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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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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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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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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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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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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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在
--

月

),

&

)*

&

)3

日这三天$周口博宇幼稚园

举行了以(感恩你我$真情成长*为主

题的感恩亲子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各班的家长来参

加$如宝贝们精彩的英语节目表演$感

谢爸爸妈妈的手语表演$ 给爸爸妈妈

捶背&涂护手霜$还有和爸爸妈妈一起

跳亲子操&一起做亲子手工作品))

感恩是一种文明$ 感恩是一种品

德%拥有一颗感恩之心$才懂得去孝敬

父母+拥有一颗感恩之心$才懂得去尊

敬师长+拥有一颗感恩之心$才懂得去

关心&帮助他人+拥有一颗感恩之心$

就会拥有快乐$拥有幸福%

通过这次的感恩节活动$ 一句'

(爸爸&妈妈$我爱你, *让宝贝们学会

了如何表达对父母及亲人的爱))是

的$ 我们应该让宝贝们从小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感恩生活给予他们的一切$

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博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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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日前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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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西

部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上$ 教育部副部

长刘利民透露$ 截止到今年
-2

月底$ 全国
,-0

万个项目教学点中除了西藏等偏远教学点$其

余均已全面应用信息化开展教学$ 破解了中西

部地区偏远教学点的(缺师少教*难题% 通过信

息化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均衡%

教育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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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启动(教学点数字教育

资源全覆盖项目*% 刘利民表示$教学点数字教

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开展以来$ 开设了多种形式

的电子课堂$ 改善了一些偏远地区长期无法开

设美术&音乐&英语等国家基本课程的状况$缺

少教师的情况也通过远程教育得到解决$ 教学

点的课程逐步变得丰富起来%

(我们从教学点做起$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这

项工作$把好教师&好课堂的资源汇集起来$让

每个课程至少有一个优质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

术和优质教育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最终要形成

覆盖中小学所有年级&所有学科&所有版本的电

子课堂% *刘利民说%

此外$记者获悉$从
)2--

年到
)2-"

年$全

国中小学网络接入率由
)2--

年的不足
),2

增

长到
3"3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已有
3/3

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教室达
))2

多

万间$占教室总数的
,03

$

/"3

的学校实现普通

教室多媒体教学设备全覆盖%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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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珂 通讯员 张本宝 安稳

本报讯 (希望老师和同学们献出爱心$伸

出友爱之手$ 帮一帮我们的同学吧, *

--

月
)3

日$ 郸城县白马镇第二实验小学的师生正在为

家庭连遭不幸的本校四年级学生刘大豪集体捐

款$ 适逢到该校视导教学的县教体局干部也加

入捐款行列))

祸不单行"妻亡故子重病天伦家庭成地狱

0

岁的刘大豪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爸爸

刘治友是一名货车司机$在浙江金华工作$妈妈

吴艳萍慈善勤劳 $

-)

岁的姐姐刘星和自己同

校$ 在六年级读书$

)

岁的妹妹刘洋活泼可爱$

爷爷奶奶都很健康$虽然家里住的仍旧是
-2

多

年前建的砖瓦房$ 但这个不是很富裕的农家小

院里总是飘出幸福的笑声%然而$从今年的
/

月

)-

日!农历"起$这一切都变了))

吴艳萍确诊为乳腺癌晚期$花去家里的
-2

多万积蓄也没有治好$今年
/

月
)-

日离世% 为

了给妻子治病$刘治友也辞去了工作%

妻子过世后$ 刘治友看到儿子刘大豪经常

发热$不能吃饭$体质很差$很担心$就到郸城县

人民医院给儿子做了一次检查% 检查结果无异

于晴天霹雳$先天性心脏病$对这个家庭无异于

雪上加霜% 然而不幸的事还在后头%

病患连连"爷爷打工救孙子又患绝症

为了攒钱给孙子看病$ 刘治友
*2

多岁的

父亲刘振田外出深圳打工$ 每月
)222

元的工

资从来舍不得花$积攒下来给孙子看病%今年
0

月
)2

日左右$刘振田突然感到身体疼痛难受$

连续四五天吃不下饭$好心的老乡把他送回了

家% 刘治友连夜送父亲到医院检查$厄运再次

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家庭% 刘振田患有严重的尿

毒症和肾功能衰竭% 由于医院医疗设施有限$

在医生的建议下$刘治友带父亲到周口医院治

疗$不料在抽血检查时$又被查出患有骨髓癌%

在医生建议下$转院到郑州% 这时$刘治友四处

借钱$也仅仅凑到了
/222

元$郑大一附院的医

生给父亲做了骨髓穿刺手术后$确诊为骨髓癌

第五期%

(孩子啊$算了吧$不要再给我治病了$省点

钱给大豪治病吧$他那么小))*父亲流着泪对

刘志友说$让他不要在自己身上花钱了%

(媳妇乳腺癌$把钱都花完了也没治好$你

爸年纪大了$也没钱看病了$听天由命吧))*

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劝他%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哪怕有一线希望$我

也不会放弃的, *这个
"-

岁的汉子含着泪坚定

地说%

孝心悲怆"推着父亲街头卖艺筹病款

因为再也筹不到钱给父亲治病$无奈之下$

刘治友走上街头$向社会乞求生路% 从此$一位

坐着轮椅$ 脸色蜡黄$ 因痛苦寒冷而瑟缩的老

人$一个衣着朴素$愁眉紧凝的中年吹笛男子$

伴着一曲悠扬而凄凉的-好人一生平安.出现在

郑州市的街头%

(就是乞讨$我也不想让人瞧不起$小时候

的爱好$没想到成了乞讨的技艺% *刘志友说$

(现在骗子很多$刚来郑州治病的时候$我自己

出来卖艺$很多人都不相信$不愿意给我捐款$

为了让大家相信$我只好在父亲做完透析后$带

着父亲一起来))*说起来$刘治友的眼角就泛

起泪水%

目前$刘治友带着父亲在郑州治疗$两三天

做一次透析$身上费用所剩无几% (就算天天在

街上要饭$我也要凑钱给父亲治病$我不能眼睁

睁看着父亲受罪$现在父亲的病一天天严重$恳

求好心人可怜可怜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 恳求

好心人救救我的父亲吧,*刘治友衷心希望通过

本报$请求爱心人士募捐$帮他渡过难关%

'刘治友"河南省郸城县白马镇张庄行政村

付刘庄自然村人"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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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心脏病男孩无钱医治
"#岁父亲郑州街头卖艺救父

!!!!!!

近日 " 西华

县在该县二中举

行点燃 )青春梦

想& 法律伴你成

长*为主题的)法

律进学校 * 推进

会暨青少年法治

教育巡展活动启

动仪式$

'张金龙 摄(

学会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