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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短波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新
征程。在谈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
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将按
照新时代要求，结合学校的工作实际，以
奋进之笔扎实推进商丘市回民中学的教育
教学改革，把回中建设成为党和人民满意
的特色学校，为商丘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谱写学校发展的新篇章。

围绕“三为教育” 加快学校发展
为家庭培养感恩父母和睦邻里的孝顺

儿女；为家乡培养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的
优秀公民；为国家培养热爱祖国、忠于人
民的红色栋梁。这是“三为教育”理念的
主要内容，也是我校各项工作的具体抓
手。“三为教育”在我校推行几年来，取得
了 很 大 成 效 ， 学 生 知 “ 孝 ” 乐 学 ， 懂

“礼”有度，师生和谐，学风校风优良。通
过强化“三为教育”理念，并以此推动学
校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同时围绕“三为

教育”把“三生教育”、“三全教育”和
“三色教育”贯穿到教育教学管理中，在学
生中营造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
祖国，孝敬爹娘”的良好氛围，做到老师
乐教，学生愿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促进学校的发展。

抓好“教育现代化” 提升教学水平
“加快教育现代化”是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重要物质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是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的五年，在商丘市
党委和市政府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市回民中学的办学条件得到逐步改
善，在现代化教育教学方面前进了一大
步。虽然我们离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在政府加大财政对
教育事业的投入、逐步改善全市教育教学
条件的前提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我们将不断创新网络教育学习模
式，寻求突破，在开设科技班的基础上继
续探究利用现代化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和学习成绩的育人模式；通过各种形式的
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的现代化技术水平，
让每个老师都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育的
有利条件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完成教育教

学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力求教育均衡 推进教育公平

“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新
时期教育工作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这句话对教育工作有着特别
重要的指导意义。推进教育公平，努力做
到让每一个符合招生政策的孩子都如愿走
进回中，让每一个回中学子都能在学校得
到关心关爱，通过健全学生资助制度等方
式让学生得到应有的高质量的教育，做到
让更多的优秀学子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在
回中刻苦学习、奋发努力。

开展教育改革 擦亮名校品牌
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矛盾的转变
也给教育的发展提出新的命题，我们既要
注重学校的发展，又要考虑到广大老师对
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和向往。加快商丘
市回民中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内
强筋骨，外树品牌，学习衡水，争创一
流” 的教育教学改革，通过开启 “激情
教育、精细化管理、周到服务和高效课

堂”的管理模式，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
主线，提高学校教书育人水平，争取办学
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不断实现学校低进优
出的突破，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
升。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我们还将充分考
虑到广大老师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需求和向
往，重新审视和制定新的绩效政策，在学
校发展的同时，顾及到每一个老师的发展
和需求，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让老师
的个人发展更充分更均衡，从而使老师的
工作积极性更高，学校也得到更快更好的
发展。

把教育放在民生之首，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令人
振奋，催人奋进。作为商丘市民族教育的
领跑者，我们一定会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内涵，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为
指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学习热情，学习宣
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商丘市回民
中学建设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一流名校，
为商丘市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谱写市回民中学发展新篇章

商丘市回民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韩道平

近日，我市一女教师在办公室内因病趴在折
叠床上给学生讲解试卷的图片在微信朋友圈蹿
红，大家纷纷为其点赞、祝福，赞扬她爱岗敬
业、心系学生、无私奉献，令人感动，这位教师
就是商丘市行知学校四（3）班班主任郝晶晶。11
月 17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郝晶晶本人，当面对
她进行了采访，近距离了解了这照片背后的感人
故事。

“谁说没有规则？明明白白写着：‘不准喂动
物食品！’可他还往狗熊嘴里扔饼干、糖果。问他
为什么？他回头一笑，‘别人也这样做’。”当日上
午9时10分，郝晶晶正在为四（3）班学生讲解课
文《谁说没有规则》。记者看到，因为受伤，她不
能久站，只好用一只手扶着课桌，一只手拿着课
本给大家吃力地讲着课文，学生则坐姿端正，听
得异常专心。

下课后，郝晶晶在学生的搀扶下回到办公
室，趴在折叠床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11
月9日（周四）早上7点，下楼去上班时突然仰面
摔倒，身体特别的疼，自己无法站起。最后，还
是同事赶到后把她送进医院。经检查医院诊断
为：尾椎损伤，不能躺、不能坐、不能长站。一
番治疗后，医生建议修养月余。“眼看就期中考试
了，这几天学习对孩子们非常宝贵，我哪有心在
家休息啊？13日（周一）早上，我就强忍着疼痛
到学校上班了。班里的孩子们见了我特别兴奋，
一片欢呼，围着我问前问后，还要拥抱我，给我
叠了好多玫瑰花，让我很受感动。我心想，就是
面对再大困难我也不能让学生的成绩落下。”郝晶
晶说。不能坐、不能躺、不能长站，她就让家人

给她买了一张折叠床放到办公室里，趴到床上写
教案，批改作业、试卷，为孩子辅导功课。“没想
到，这一幕竟被同事用手机给拍了下来，有点不
很雅观，让大家见笑了。”说到此，郝晶晶显得有
点不好意思。

“郝老师对我们可好了，我们都很喜欢她。上
周一至周三她出去学习了，我们班同学都等着周
四见她呢，没想到她又摔伤了，知道这个消息
后，大家当时都哭了。后来我们就自发地给郝老
师叠玫瑰花，祝福她早日康复，回到我们身边。
没想到，她为了不让我们耽误功课，竟然带着病
就来给我们上课了，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回报郝
老师。”听说采访郝晶晶老师，四（3）班学生王
依晨、豆贝宁、雷森然、张可欣等众多同学，围
着记者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照片的拍摄者宋芳老师告诉记者，照片是她
两天前拍的。看到郝老师事业着病痛还坚持上
课，给孩子批改作业、讲解试卷，确实很受感
动，就悄悄拍了几张照片，没想到竟得到这么多
人的关注。四（3）班数学教师陈斐斐和英语教师
李丹说：“看到郝老师行动困难、疼痛难忍的样
子，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劝她回家疗养，由我们替
她上课，但她都坚持不肯，为孩子和工作真是太
拼了。”

“郝晶晶老师自2008年在我校任教以来，一直
勤勉敬业，任劳任怨。一至八年级的语文课她都
教过，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她分别获得了
河南省骨干教师、商丘市优秀班主任、市骨干教
师、市优秀党员等众多省市级荣誉。现在，全国
上下都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我认

为，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具体到教育事业，就是
要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干好本职工作。郝晶晶老师带病不懈工
作，身痛不忘学生的工作作风和博爱情怀，就是对
十九大精神的最好践行，是全校教师学习的榜
样。”商丘市行知学校校长王光利说。

趴在折叠床上辅导功课的郝老师
文/ 本报记者 李德鹏 图/ 宋芳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范文学）为深入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广泛宣传优秀师德师风和师德楷模的先
进事迹，近日，虞城县教体局师德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虞
城县田庙乡，围绕“贯彻十九大精神，立德树人铸师风”
进行集中宣讲。

报告会现场，省师德先进个人范文学，河南省骨干教
师卢文建，虞城县刘集乡李河小学教师王喜军、刘集乡刘
阁小学教师范中华、该县高中教师蔡红丽5位报告团成员
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经历，以鲜活的事例、质朴的语言和真
挚的感情，分别讲述了他们教师生涯中躬耕实践的育人感
悟，不断博得与会老师阵阵热烈的掌声。巡回宣讲，激励
了全县广大教师向师德先进看齐，坚守理想信念、锤炼道
德情操、匠心钻研业务、爱心滋养学生，在全县教育系统
掀起学习先进、干事创业的新高潮。

虞城县师德先进事迹报告团
开展巡回宣讲

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也是
父母观察和学习的过程。我有一个个性
很鲜明的孩子，坦率地讲，在他这几年
的成长经历中，孩子出现的诸多问题时
常困扰着我。作为他的家长，我在焦虑
的同时，一直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与他
交流的方式。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情，
可能不少孩子都会遇到，但是如何改变
孩子，如何以一种合理、得体的方式通
过反复交流和尝试来帮助他实现改变，
是非常重要的。

我儿子相比其他的同龄孩子来说，
显得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整天风风火
火、爬高上低，与同龄孩子或者长辈之
间的交流经常表现得很短促，没有耐
心。我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后，注重了对
他的教导和培养，常用的方式是道理教
育和现场教育相结合，取得了一个不错
的改进。道理教育就是从人与人相处的
基本道理上，耐心地反复地跟他沟通和
交流，每一次只有在达成共识之后才满
足他的一个小愿望。很多次下来之后他
渐渐明白，遇到同龄的孩子或者长辈分
别应该如何自我介绍、如何说话。与此
同时，在每一次遇到自己的同学或者同
学的家长的时候适时地锻炼他、鼓励
他，慢慢养成了一个比较有礼貌的好习
惯。现在不仅对待相对陌生的人，即便
是对待自己的家人他也做到了“请”、

“谢谢”等基本交往礼貌用语的熟练使
用。有一次，我带着他在朋友家做客，
他的玩具掉进了橱柜的下面，自己取不
出来，而我正在和朋友们聊天，他跑过

来说：“妈妈，我的玩具掉到柜子下面
去了，能不能请你帮我取出来？”我很
愉快地答应并帮他取出了玩具，朋友们
由衷地夸赞他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我
们也感受到了反复教育的良好效果，更
加认识到了良好的家教和耐心教育对一
个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以上这个小小的事例，是孩子成长
过程中对我的一点启发，也是一些收获
和心得体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是想
表达一个愿望：每一个孩子从一片空白
来到这个世界、进入我们的生活、跟着
父母和家人一起慢慢适应和融入社会，
需要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这个过
程中，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一定要不断地
刷新和调整，在每一个阶段，都要用合
适的角度与心态面对他 （她） 的变化和
由此带来的新挑战，带领他 （她）、陪
伴他 （她） 一起往前走。每一个孩子既
是他 （她） 自己，也是父母和家庭的缩
影，有时候他 （她） 表现得可能不尽如
人意，有时候也会表现的超乎你的预
料，这都需要我们用“爱”的心态去接
受他 （她）：好的方面我们帮助他当做
习惯去养成，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共
同努力去从积极的方面引导和影响他
（她），并且抱着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去改
变他 （她）。

家庭教育的心得体会
宁陵县程楼乡高庄小学 张艳霞

单 位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商丘市水务公司

商丘市公安局

商丘市农业局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商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丘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商丘市财政局

商丘市交通运输局

商丘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商丘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商丘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共商丘市委办公室

中共商丘市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

商丘市发改委

国家统计局商丘调查队

市委统战部

团 体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商丘市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
成年组市直象棋比赛成绩通告

商丘市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19日

单 位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中国邮政商丘市分公司

河南省豫东监狱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商丘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商丘市林业局

商丘市农业局

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商丘市气象局

商丘市财政局

商丘市发改委

商丘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行商丘分行

商丘广播电视台

商丘市信访局

商丘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团 体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个 人

一等奖1个 二等奖5个

一等奖1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

一等奖1个 二等奖2个

一等奖3个 二等奖

二等奖4个 三等奖

一等奖1个 二等奖3个 三等奖3个

一等奖1个 二等奖 三等奖2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1个 三等奖4个

三等奖4个

三等奖3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1个 三等奖5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1个

三等奖1个

三等奖1个

三等奖1个

商丘市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
成年组市直拔河比赛成绩通告

商丘市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组委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19日

商丘市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
成年组市直扑克牌比赛成绩通告

单 位

中国联通商丘市分公司

商丘市气象局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中行商丘分行

商丘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商丘市交通运输局

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财政局

商丘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河南省豫东监狱

商丘市农业局

商丘市发改委

国家统计局商丘调查队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商丘市林业局

团 体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三等奖

个 人

二等奖2个 三等奖2个

一等奖1个 二等奖1个

二等奖1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1个

二等奖1个 三等奖2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1个

一等奖1个 三等奖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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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教育随笔

郝晶晶老师带着病痛给孩子们讲解试题。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李德鹏） 11月 17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参会代表。表彰
大会传来喜讯：睢县回族高级中学荣获首届“全国文明
校园”称号，成为商丘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据悉，我省有郑州大学、郑州外国语学校、开封高
级中学等 54所学校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文明
校园是反映学校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含金
量高，影响力大。

睢县回族高级中学是河南省示范性高中，现有120个
教学班，480名教职工，7600名在校生。近年来，全校出
现了班子团结、关系融洽、校风正、学风浓的好景象。
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推动了学校的飞速发展，教
学质量大幅度提高，先后获得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省
级文明单位、省民族教育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睢县回族高级中学
入选首届“全国文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