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9 月 20 日，源汇区实验
学校组织教师到问十乡中心小
学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张文婷
●近日，郾城区东街小学

举办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
动之“展文字之美 享书写之
乐”规范书写比赛。 马威威

●近日，受降路小学围绕
“推广普通话 喜迎二十大”这
一主题开展了推广普通话宣传
周系列活动之“啄木鸟”在行
动。 王银辉

●近日，源汇区实验学校
联合区人防办、区人民医院开
展“9·18”防空演练。

于玉洋
●近日，市直幼儿园开展

防空应急演练。 齐国霞
●9月13日，郾城区实验幼

儿园开展了以“推广普通话 喜
迎二十大”为主题的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系列活动。 胡 冬

●近日，开发区实验小学
开展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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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胡永杰
想要做好农村寄宿制小学

班主任的工作，不仅需要有爱
心、细心与耐心，更需要有智
慧的管理方法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农村寄宿制小学的学生大
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
打工，缺少家庭的关爱。我认
为，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
管理时，要牢牢树立起“三
心”，即慈母之心、严师之心、
益友之心。

班里有个学生王某，与常
年在外地打工的爸妈聚少离
多，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
起，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今年
升入三年级后，王某开始住
校，陌生的生活方式让他有了
极大的失落感，跟不上集体生
活的节奏，具体表现为作业不
按时完成、上课不注意听讲、
就餐时挑食、晚上就寝哭闹等
等。这些情况表明王某缺乏独
立生活能力。

为改变这一情况，我对他
进行了侧面了解后，决定对其

实施爱的教育。了解到王某喜
欢打篮球，我和他定下约定，
如果以后按时完成作业就陪他
打一次篮球。果然，这个约定
激发了王某的学习热情，他按
时完成了作业。我也遵守承
诺，在放学后陪他打篮球，还
教了他一些投篮技巧。在吃饭
时，我会坐他身边聊聊天，晚
上睡觉时给他讲个励志小故
事，陪他入睡。坚持了一段时
间后，王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
生活和行为习惯，性格也变得
开朗了，适应了寄宿制学校的
生活。

作为教师，没有爱心，便
没有教育。有时老师蹲一下
身、弯一下腰，比一百句说教
更有效果。我认为好的教育源
于教师对学生无私的爱。如果
教师心中充满了爱，在教育中
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就能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
道 德 品 质 、 良 好 的 行 为 习
惯，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召陵区青年镇前谢小学

爱的教育

习作习作园地园地

■源汇区嵩山路学校五
（3）班 刘熙正

我们的祖国屹立在世界东
方，是一个美丽辽阔、神奇富
强的国家。

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是
她的血脉，巍峨的青藏高原是
她挺拔的脊梁，举世闻名的京
杭大运河、万里长城是她历经
沧桑的印迹……我为如此伟大
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我喜欢读历史故事，更崇
拜英雄。中华上下五千年，时
光悠悠，在祖国这片越发繁荣
的土地上，英雄人物层出不
穷。他们用智慧和忠诚书写激
荡人心的传奇故事，他们用勇
敢和热血激发人们奋勇向前的
斗志。“匈奴未灭，何以为
家”的霍去病、精忠报国的岳
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吾

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
外”的邓世昌……他们的壮举
震撼天地；李大钊、杨靖宇、
刘胡兰、董存瑞……革命先烈
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
的英雄史诗；邓稼先、钱三
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他们的名字在历史长河
中熠熠闪光。

爸爸经常给我讲周恩来总
理在学生时代立志“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这些话语早已铭刻在我心
上。少年强，则国强。我属
龙，是龙的传人，我有一颗中
国心，我爱自己祖国。我已经
下定决心，强健体魄，专心学
习，报效祖国。

指导老师：杨亚冰

我为祖国自豪

年初以来，郾城区教育局以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以文明
单位创建为抓手，坚持党建引
领，着力提升干部职工的综合素
养，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团
队战斗力，不断推动全区教育系
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
阶，为文明城市建设向更高水平
发展贡献力量、增光添彩。

党建引领
发挥领导班子“牵引力”

郾城区教育局党组努力在
“抓长”与“常抓”上下功夫，
党建引领、健全机制、营造氛
围，着力构建文明单位创建长效
机制。建立党组织分包联系制
度。2022年郾城区教育系统上报
点位27个，其中小学10所、中

学4所、幼儿园11所，青少年活
动中心和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各
一家。区教育局精心制订分包方
案，科学合理安排人员，局领导
班子和各股室主要负责同志一人
一个点位，确保点位分包无漏
洞、无盲点、全覆盖。实行点位
学校党支部书记责任制。郾城区
教育系统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
为“一把手”工程，明确各学校

“一把手”为创建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逐步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
分管领导亲自抓、全区各校上下
齐参与的创建机制，为创建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思政教育
凝聚爱党爱国“向心力”

郾城区教育局不断创新活动

形式，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
活动，激发文明单位创建活力。
在局机关院内打造党建文化长
廊，建设“微语初心堂”微信党
建阵地；坚持每周五、主题党日
集中学习制度，增强干部的法律
意识；在各股室悬挂遵德守礼宣
传提示牌，提升干部职工的文明
素养；扎实开展“我们的节日”
活动，在各学校开设思政课，对
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家校协同
提升文明创建“辐射力”

举办“文明市民大讲堂”、
组织护学志愿服务活动等，达到

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效果。疫情
防控期间，“文明市民大讲堂”
改为线上授课，并学习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目前已举办6期；组
织各学校家长志愿者积极参与

“爱心护学岗”，引导家长有序停
放车辆，带领学生排队前行，不
争抢、不乱跑，有效消除了校门
口路段的安全隐患。今年前8个
月，发布各类创建活动宣传美篇
近300篇，开展各种家校志愿服
务主题活动1000余次，受教育
家长突破15万人次。

精准施策
提高文明创建“执行力”

全区各创文点位学校对标对
表测评体系，将涉及教育系统的

工作内容进一步细化分解，对标
解读、对标落实、对标补差，做
到“一把手”统筹、明白人落
实；实行精细化网格管理，对创
文复检工作真懂真抓真做，全面
做到创文复检工作无死角。

郾城区教育局着力在巩固提
升上下功夫，强化督导检查，巩
固扩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为确
保督导工作取得实效，区教育系
统一天一督导、一日一通报，对
分包点位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
各点位创文工作推进完成情况和
当天整体进展情况进行全面督
导。年初以来，郾城区教育局先
后荣获省教育宣传先进单位、市

“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先进集
体、市文明单位、“十佳市民”
评选先进单位等近30项荣誉。

李军营 潘范学 王 娟

郾城区教育局

党建引领聚合力 文明创建谱新篇

9月15日到18日，由市体
育局、市教育局、共青团漯河
市委联合主办，市体育运动学
校承办的2022年“奔跑吧·少
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
暨漯河市青少年校园羽毛球联
赛在柳江路风动羽毛球俱乐部
举行。

本次羽毛球联赛设初中
组、小学组两个组别，来自全

市各学校的13支代表队、100
多名运动健儿参赛。赛场上，
球员们展现了高超的球技和顽
强的拼搏精神，比赛精彩纷
呈。经过激烈的比拼，漯河三
中获得团体赛冠军，同时分别
获得初中女子甲组单打冠军、
亚军，女子乙组冠军，男子甲
组单打亚军、季军的优异成绩。

卢艳萍

市青少年校园羽毛球联赛

漯河三中斩获三金

9月8日，2022年度市“最
美教师”推介暨颁奖典礼举行。
临颍一高教师刘玉玲获奖。

刘玉玲自 1991 年大学毕业
后，一直从事高中英语教学工
作，连续多年负责高三年级的英
语课。

每次提到班里的学生，刘玉
玲都习惯称他们为“孩子”。她
说，她喜欢学生，总认为他们是
自己的孩子。正是因为这种发自
内心的爱，多年来，刘玉玲每个
月都要花费几百元给学生买各种
水果、茶包，并每天烧好开水给
学生送到教室。

这些年，为给学生烧水，刘
玉玲也记不清烧坏了多少个电水
壶。为让学生喝上温度适宜的茶
水，刘玉玲今年又买了三个电水
壶，以便随时替换。她的学生王
思敏说：“刘老师经常给我们带
好吃的。水果最多，有苹果、葡
萄、樱桃、西瓜、哈密瓜等。有
一次她还蒸了老南瓜、红薯、玉
米给我们，可好吃了。我感觉她
就像妈妈一样。”学生们感受到
了这位“妈妈”的爱，学习劲头
儿更足了。

刘玉玲平时温文尔雅、端庄
秀美，一上课就像变了个人，讲

课总是充满激情、声音铿锵有
力。下课后，同事们常常看到她
后背衣衫都透湿了。她说：“老
师有劲头儿，才能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才能让课堂充满生机。”
自学校推行高效课堂以来，刘玉
玲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大胆地把
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动”起
来、课堂“活”起来。学生刘嘉
鹏说：“我之前最怕英语课，一
上课就打不起精神。遇到了刘老
师，我才发现英语课也可以这么
有趣。”

为了储备知识，教好英语，
多年来，刘玉玲坚持多方面充实

自己。她经常翻阅《中学英语教
学参考》《英语阅读》等，关注
教学改革新动向，将好的教改经
验拿到课堂上灵活运用。面对新
课程、新教材、新高考“三新”
改革，她积极参加各种线上线下
培训。在教学中，刘玉玲努力创
造有利于学生创新与实践的环境
和良好的氛围，甄选大量英文资
料和视频素材补充到课堂教学
中，以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
视野。

每年的教师节、春节，都有
学生通过书信、电话或短信向刘
玉玲送去问候。每当这时，刘玉

玲就深感欣慰和自豪。由于教育
教学业绩突出，刘玉玲先后获得
了省骨干教师、市高考特殊贡献
先进个人、市先进教师等荣誉称
号。 袁朝阳

育得桃李满园香
——记市“最美教师”刘玉玲

9月20日，许洼小学邀请市公安局郾城分局龙塔派出所民警到校
开展法治宣传。 康力文 摄

9月20日，郾城区实验幼儿园开展“全国爱牙日”主题教育活
动。 胡 冬 摄

近日，市实验幼儿园组织幼儿到种植基地上劳动实践课。
介向丽 摄

图片由临颍一高提供图片由临颍一高提供

近日，源汇区实验小学以“让书香润
我心喜迎二十大”为主题开展了主题读书
活动。

活动中，学生们满怀激情地朗读《少
年中国说》《七律·长征》等经典文章。
他们抑扬顿挫的语调，声情并茂的朗诵，

让人感觉仿佛徜徉在浩瀚无垠的书海中。
此次活动号召大家要多读书、读好

书，好读书。希望读书的习惯能从孩子走
向家庭、走向社会，让全民爱上阅读，在
全社会形成“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良好风尚。 王 红

书香润我心 喜迎二十大
源汇区实验小学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9月20日，临颍一高组织骨干教师到固厢乡小师村开展共建乡村“复兴少年宫”志愿服
务活动。 王余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