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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周口市文广新

局"周口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的周口市少儿经典诵读大

赛在市人民会堂举行#郸城

县第三实验小学钱琪嘉同

学荣获总决赛金奖$

徐辉 摄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编辑
#

李哲
$%&'() # $%&'(")('***+,-&

+!& 教育资讯版
!

"#$ %&$

!"# $%&

紫墨书法
紫墨书法学校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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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来!累计

培训学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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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参加各类比赛

并获奖
)&&

余人次"

开设%铅笔基础班&钢笔提高班&初高中

钢笔行楷速成班&毛笔书法班&金石篆刻班&

启智绘画班&成人
!"#

书法交流班

地址!文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东
)&

米路北

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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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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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报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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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地址%周口市太昊路东段
$

号

乘车路线%乘市内
%

路公交车即可到校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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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香招教
中国招教行业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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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口市整体通关率
%&'(%)

常年开设%教师招聘考试笔 #面试

考前培训$教师资格证笔#面试考前培

训" 学校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人

才交流中心东办公楼一楼东段"

电话%

+,*%,%$(*,- .,'%/-&---)+

开课地址%周口师范学院
0,.,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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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米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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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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

电话%

&$',.)' &$',.'&

网址%

233456677789:;3<=>?@=<A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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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新动力外语学校
做完整型教育'学科教育

/

做人教育
/

父母教育(

开设英语&作文&数学班'对象%一至九年级学生(

做人教育%学生实践性活动&学生动力营

父母教育%父母大学课程&父母动力营

三大校址%

!

中州大道中段老国税局二楼

#0''-(& (-#'-(& "

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

向 南
"&

米 路 东 老 林 业 局 二 楼
#0'',(&

#0'''(& #

大庆路与交通路交叉口向北
0&&

米路西
"

楼'万果园路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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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阳光舞蹈学校
喜报% 周口阳光舞蹈学校舞蹈艺术高考培训

班!

-&0"

年学员舞蹈专业考试全部超过本科录

取线"

-&0#

年舞蹈艺术高考培训班正在热招"

喜讯% 周口阳光舞蹈学校少儿班招生全面开

始" 招收
%

岁以上学生!开设民族舞班#拉丁舞

班" 各县#市#乡#镇分校同时开始招生"

总校地址
5

周口市七一路中段市委对面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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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拼搏!北斗达塑造了%

(

名

周口市中考状元$

*

名市中考英语
第二名 $

(,

名郑州外国语学校录
取生$

,,

人次公办初中年级总分
第一名 $

(.'

人次班级总分第一
名 $

1(,

人次班级英语第一名"

学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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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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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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达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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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唯一分校(

中国优秀青少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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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校地址%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口向南
1.

米路西

咨询电话%

&**.&&' -&'&&-$

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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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年级至九年级学生"

开设%培优班#尖子班#精英班#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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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培养孩子思维力和

自主学习力的数学学校
!"#$%

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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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珠心算#口才#练
字#绘画#英语#幼小衔接常
年班#暑假班#周末班"

招生对象%

%10-

岁
校址%六一路与七一路

交叉口南
(..

米路东 电话%

&*&.--&

景秀北城校区%建设大道景秀北城小
区大门口西

(.

米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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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周口市六一

路小学开展了 *看童

话! 讲故事+*看童谣!

编童谣+*经典诵读+等

一系列读书交流活动$

通过此项活动!学生在

活动中体验读书的乐

趣!提高了思想觉悟和

文化底蕴 ! 真正践行

*用经典浸润童年+的

学校读书理念$

刘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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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期&周一出版
欢迎关注周口日报

教育视界微信公众号

近日有媒体报道" 福建一幼儿园内发生

虐童事件"一名
%

岁男童耳朵被订书机钉穿"

消息一出"舆论震惊' 很难想象"在本该洋溢

欢声笑语的地方"恶行是如此的离奇而恐怖"

这些孩子或许还咿呀学语地念着(人之初"性

本善)"却又见识了人性之恶*

福建虐童事件很快就有了处理结果"据

当地通报"涉事教师被辞退"并处以行政拘留

0"

日+罚款
0&&&

元的处罚"幼儿园园长&副园

长停职处理# 公众会问"然后呢, 从法律的尺

度衡量"钉伤耳朵不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到

不了入刑的程度"这个事件怕要草草收场了*

但是"拔掉耳朵上的钉子容易"儿童心里的钉

子和社会良心上的钉子又该如何拔掉,

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 仅适用于家庭成

员之间"幼儿园不处在这一范畴* -未成年人

保护法.也缺乏配套的操作细则"始终落不到

司法实践的前端* 因此当幼儿园发生虐童事

件"舆论谴责汹涌而至"却发现法律法规提供

的选项只有数日拘留+千元罚款+辞退停职甚

至转学退费等几个选项* 观念的水位不断上

涨"对虐童事件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法律上的

短板也就愈加显得刺目*

有观点认为"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一个

重要原因是幼儿教育的发展欠账" 公立幼儿

园容纳能力不足" 致使民办幼儿园无序扩张

甚至无证经营"教师素质难以保证* 这确实解

释了一部分问题"但无论幼儿园如何正规"教

师聘用如何精挑细选" 在法制约束不力的情

况下"恶行都好像牛栏里的猫"很难保证不跳

出来* 童年心理的灰暗是不可逆转也是难于

补救的"在补足欠账的时间差里"我们不能眼

看着儿童遭受侵害的风险系数逐渐累积*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一个社会中"弱势

群体在保护层级上的高度" 就是社会文明所

达到的高度* 对于抵抗侵害的能力+表达吁求

的能力都几乎为零的儿童来说" 他们格外需

要保护* 谁来守护幼儿园里的童年"是奔走呼

号的个人团体"也是犀利敏锐的舆论监督"更

是能真正挡在儿童身前并严厉惩罚那些 (坏

人们)的法制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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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墨

本报综合消息 为帮助更多高校毕业生积

累就业经验!记者近日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获悉!今年全省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两万见习岗位!并且非本地户籍毕业生也可

本地就业见习"

为帮助未就业毕业生通过见习增加实践

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省人社厅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结合当地发展需要和高校毕业生就业

情况!进一步拓展就业见习岗位!每年计划为

两万名有见习需求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见

习机会" 按照规定!我省各地提供的就业见习

岗位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

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为确保毕业生能在见习岗位上学到真本

领!见习单位提供的见习岗位应具备一定的技

术含量和业务内容!还应为见习生办理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并保证提供部分基本生活补助"

见习企业在毕业生见习期满后!可按照不低于

-&2

的比例留用参加就业见习的高校毕业生"

按照规定!见习时间可作为工龄计算" 高校毕

业生在同一单位见习时间一般为
)/0-

个月"

见习期间!高校毕业生由见习单位和地方政府

提供基本生活补助!此外!见习单位提供的生

活补贴不低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

见习期满未被见习单位录用的高校毕业

生!可继续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就业信息和各

类就业服务$对有创业愿望的!要提供项目开

发#方案设计#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

跟踪扶持等&一条龙'创业服务"

'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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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是孩子的天性! 把孩子的天性

磨灭掉的教育不是成功的教育"

缺什么才会想什么" 在孩子最喜

欢的课程表里!玩成了&主角'!说明平

日里孩子们玩的时间太少" 换言之!小

学生自拟的课程表&想得美'!是因为

真实的课程表让他们&过得苦'"

有网友调侃说%&我读书的时候就

说(减负)!现在我
)&

岁了!教育部门还

在说(减负)" '网友的话道出了一个令

人尴尬的现实!那就是我们早就认识到

了该怎么做!只是一直都做不到" 一位

教育专家在调研了国内几所以教改闻

名的学校后发现!所有学校的教改都只

是在形式上做文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

没有根本降下来" 素质教育!很多情况

下只是纸上谈兵!这就是冰冷的现实"

对于(减负)!其实教育行政部门

作出过许多努力! 比如规定学生的作

业时间#规定书包的重量#规定睡眠时

间# 考试不允许打出具体分数只写等

级#不允许进行排名等等!但每次规定

都遇到了&软抵抗'!学校和家长坚定

地站在了一边! 想方设法延长孩子的

学习时间! 一天到晚最关心的就是成

绩的排名"

爱因斯坦曾说过%&把所学的东西

都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 '但我们如

果让孩子们把学的东西都忘掉! 剩下

的很可能只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们只

是把他们当成了学习和考试的机器"

在优质资源尚不能满足所有人要求的

情况下! 高校招生需要什么中小学就

学什么!这是必然" 说白了!只要&唯分

是举'的高考指挥棒不放下来!任何中

小学阶段的(减负)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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