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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教育管理

干部队伍建设!为新学

期教育教学奠定基础!

!

月
"

日"

!

日!郸城县

教体局举办
#$%&

年

教育管理干部暑期培

训班#活动邀请教育名

家徐长青" 张景浩"韩

振德作专题报告!为全

县
'$$

名教体局干

部" 中小学校长补充

$能量%#

张本宝 安稳 摄

紫墨书法
紫墨书法学校创办

!"

余年来!累计

培训学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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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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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香招教
中国招教行业第一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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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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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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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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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345666789:1;<=>?<;@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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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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向

南
'"

米路东老林业局二楼
%!,,&$" %!,,,$"

#

大庆路与交通大道交叉口向北
!""

米路西
'

楼(万果园路口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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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学员舞蹈专业考试全部超过本科录

取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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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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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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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
联系电话&

!#%$!,! !#%#,''

北斗达英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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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唯一分校)

中国优秀青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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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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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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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67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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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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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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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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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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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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近日公布的

一项文件!我国拟建立学生劳动评价制度!评价

内容包括参加劳动次数#劳动态度#实际操作#

劳动成果等方面! 具体劳动情况和相关事实材

料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并作为升学#评优的

重要参考"

根据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三部

委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我国拟用
"

至
#

年时间!统筹资源!构建模

式!推动建立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模式多样#机

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 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

育的氛围"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指出!近年来!

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 现状

不容乐观"从学校来讲!劳动与技术课程经常被

占用!师资#场地#经费缺乏!劳动教育无计划#

无考核$ 有的把劳动当惩罚手段! 劳动多教育

少! 忽视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培养" 从家庭来

讲!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

家长往往只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只要学习好!

什么都不用干" 从社会来讲!一夜暴富#不劳而

获的思想有所蔓延! 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被淡

化" 因此!意见旨在通过劳动教育!提高广大中

小学生的劳动素养! 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使他们明白&生活靠劳

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的道理!培养他们

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精神!为他们

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在具体实施中! 意见提出要切实抓好相关

课程#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家务劳动等关键环

节"如%义务教育阶段三到九年级切实开设综合

实践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课! 高中阶段要

开好通用技术课!要明确并保证课时$学校日常

运行中要融进劳动教育! 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

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化$ 每个学段都要安排一

定时间的农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

习等劳动实践$学校安排适量的劳动家庭作业!

布置类似洗碗#洗衣#扫地#整理等学生力所能

及的家务"

为形成劳动教育的保障机制! 意见要求加

强县级统筹和校内外统筹$要在工资待遇#绩效

考核#职称评聘#评优选先#骨干教师培养等方

面!对劳动教育教师同等对待!聘请能工巧匠#

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要充分利用学校

布局调整中的闲置校舍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闲

置厂房等资源!建立各行业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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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选择了追究苹果落地的根源!发现

了万有引力定律$拿破仑!选择了战争!征服了

大半个世界$袁隆平!选择了在土地上搞科研!

解决了世界的温饱问题" 正是因为他们认清了

自己!做出了恰当的选择!才谱写了一段属于自

己的乐章" '许霞!选择了周口联营职业学校!

("!'

年通过对口升学拿到了焦作大学人文系

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经历了在台灯下无数个疲惫的夜晚! 经历

了成绩不理想的失落!女孩觉得是时候从中考

的独木桥上走下来!重新安排自己的未来" 这

个女孩是来自鹿邑县辛集镇的初中生许霞"

在同龄人都还通过父母做重大决定的时

候!许霞已经给自己规划好了未来" 她很清楚

的知道!要想在社会立足必须有一技之长" 因

为对文化课不感兴趣!许霞便开始在网上搜索

周口的职业院校"经过对多家职业院校的对比!

许霞最终选择了周口联营职业学校" 因为对电

脑的热爱以及计算机良好的发展趋势使她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

与联营学校招生老师通过电话以后! 许霞

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但父母认为要出

人头地只有上高中考大学" 为了打消父母的疑

虑!许霞带着父母一起来联营学校参观!听了该

校老师介绍!看到学校优美的校园环境与校内

专业#齐全的硬件设施!许霞的父母当场就给她

交钱报名"

("!#

年初夏!许霞就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周

口联营职业中专开始了她为期两年的学习生

涯" 入学不久! 许霞就融入学校的学习与生活

中!并通过竞选!当上了班长"

&我在联营学校的学习!都是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不枯燥乏味!老师讲课生动有趣" 因选

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学起来容易多了" 我就

是奔着考大学来的!在考学的同时也掌握了一

门专业技能" '许霞说!&计算机是当前最热门

的专业之一!我在联营学校学到了最前沿最专

业的知识" 我特别要感谢陈红梅校长这两年对

我像亲人一样的关爱"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

我爸妈特意打电话向陈校长表示感谢" '

联营学校教务校长陈红梅表示%&每一个来

到联营学校的学子都像是自己的孩子"生活上!

他们需要老师的关心和照顾$学习上!需要老师

的引导和鼓励" ' 负责对口升学的井绿荫主任

说%&我们学校今年的对口升学录取率又创了新

高! 越来越多的初高中生选择通过对口升学这

条捷径考大学" '

&我十分庆幸自己当初选择职专!选择周口

联营学校!也很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许霞说"

四年本科毕业后!她的人生道路会越走越宽"

记者 朱鸿 通讯员 单楠楠 史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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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在孩子戒除 &网瘾' 的过程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7

家长要对$网瘾%有适当了解'

不能认为网络都是不好的! 就对孩子

正常上网加以阻挠! 应引导孩子健康

的使用网络"另外!家庭电脑要装上防

火墙! 防止孩子受不良网络文化的影

响"

#7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错误的

教育方式! 是导致网络成瘾的重要因

素"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网瘾'!往往

是劝说#哭诉或训斥!最终束手无策"

为此!家长要善于&弹性说服'!多和孩

子沟通!了解孩子真正需要什么!设身

处地的为孩子着想! 营造良好的家庭

氛围! 给孩子以及时的关爱和有效的

肯定!家庭的爱是孩子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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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孩子注意力' 可以带孩子

出外旅游# 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或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让孩子的注意力得

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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