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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拼搏多壮志，狂飙为我从天落。
近日，商丘市回民中学 2017级学生“青春
励志行”30公里远足拉练活动成功举行，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回中回
中、回回都中”的回中精神。

早上 6点 30分，市回民中学高二年级
的 2200余名学生整齐地站在教学楼前。春
风吹拂，彩旗招展，一张张青春的脸上写
满激动，也写下坚持到底、拉练成功的誓
言。

该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韩道平亲自为
同学们壮行。他说，希望通过这次拉练能
够强健你们的体魄，磨砺你们的意志，增
强你们的耐挫力，强化你们的集体意识，
增强你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加深你们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

韩校长分别为第一学部和第二学部授
旗，学生们热烈鼓掌。

“出发！”随着韩校长一声令下，2200

余名学生迈着矫健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
号有秩序地出发了！那气势犹如奔腾的千
军万马立志要为自己闯出一片天下！

在去森林公园的路途中，韩道平给同
学们挥手致意，鼓劲加油。看到韩校长赶
上来了，同学们增强了勇气和信心，加快
了前行的步伐。

本次远足拉练从商丘市回民中学出
发，步行到森林公园，全程共 30公里。一
路上，同学们踏着春光，迎着朝阳，扛着
队旗，精神抖擞，步伐整齐，欢歌笑语，
健步如飞，初春的阳光洒在他们青春的脸
上。

随着路程的推进，有的同学感到腿疼
了，有的同学脚上磨出泡了，有的同学不
想坚持了，但听到其他同学的鼓舞，看到
老师随着队伍行走，那么坚定，很多同学
都咬牙坚持着。有的班级唱起歌曲助力；
有的班级喊起了班级口号。一路上，歌
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都更加顽强
地向目的地走去。

简单的午餐过后，同学们开始以班级
为单位组织活动，各个班级都在班主任的
主持下开展了班级小活动。此时大家仿佛
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兴奋地投入到活动
中去，欢呼声、笑声、掌声此起彼伏，在
森林公园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息。

每个班级的节目也都大同小异，舞
蹈、朗诵、快板、歌曲、辩论赛等节目成
为各个班级活动中的主要曲目，有的班级
跟队老师还参与了表演，森林公园上空满
是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鼓掌声。

要整队回去了，几次催促，他们满是
不舍，在整队的时候，很多同学忙着拍照
留念，他们青春的笑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他们成为这个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最艰难的是回来的路程。下午2点，从
森林公园开始返程，学生们虽然没了去时
的激情满满，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返程的
路上，但能到处可见学生们互帮互助，互
相搀扶的景象。班主任老师们也都全程陪
同，给学生们鼓励和支持！

距离学校不到两公里时，车辆已渐渐
增多，学生们依然能够有序地通过每一个
路口！路边一位大叔说：“孩子们加油！马
上就到了，你们是最棒的！”听到这句话，
不仅是学生，老师心里也全是欣慰！就在
健康路与红旗路交叉路口，一位阿姨大声
喊道：“孩子们，你们到家啦！能坚持下
来，你们太厉害了！”相信此刻学生们内心
为自己感到骄傲！

下午 5点 40分，拉练队伍来到学校大
门口。

在学校门前，高一学生代表已经列
队站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学长
学姐凯旋！一进校园，右边大屏幕上

“回家”大字和左边大屏幕上“英雄”
大 字 显 得 格 外 美 丽 ！ 是 的 ，“ 英 雄 回
家”，能够坚持下来回到学校，他们都
是英雄！

拉练结束了，征途中学生们收获了很
多，他们懂得了坚持、团结，更懂得了在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该如何让自己一次次成
为英雄！

挥洒青春激情 磨砺坚强意志
——市回民中学2017级学生“青春励志行”远足拉练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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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关爱生命，快乐
成长”安全讲座，该校近千名孩子聆听了讲座。近年
来，市一实小一直把安全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制定
各项制度抓细做实，受到家长的好评。赫建华 石山 摄

本报讯（李贝贝 马菲雪）近日，梁园新区前进小
学举行了以“缅怀革命先烈，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
升旗仪式，以激励学生们奋发向上、刻苦学习。

仪式上，该校校长石永红逐条诠释了学校“真、
乐、美”的校训精神，在讲到“美”时，重点强调了心
灵美，怀有感恩之心，让学生珍惜革命先辈抛头颅、洒
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市前进小学

举行“缅怀先烈”升旗仪式

本报讯（张珂）近日，商丘市第一中学家长学校举
办八年级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该校优秀班主任牛晓燕老
师主讲《面对叛逆，我们需要冷静》，该校八年级全体
家长聆听此次讲座。

牛晓燕认为，好的亲子关系是相互关心、相互尊
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她建议各位家长，青春期只
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孩子学着用成人的眼
光看待世界的开始，只要正确认识，带着理解、欣赏和
包容的眼光去和孩子相处，多些耐心和等待，就一定能
帮助孩子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市一中家长学校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本报讯（李欣）日前，商丘市行知学校一至六年级 22
个中队举行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主题队会活动。

为了培养一年级学生的自理意识，学会基本劳动技能，
一年级几个中队开展了《我是自理小能手》主题队会活动；
二年级展示了《文明礼仪伴我行》；三年级开展了《安全伴
我行》；四年级的《向国学经典致敬》主题队会把大家带进
了古韵悠悠的文化长河之中……活动使同学们树立了正确的
三观，从小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

市行知学校

召开“争做好少年”主题队会

 本报记者 张壮伟

“您不是演员，却比魔术师还能吸引
我们求知的目光；您不是雕塑家，却把
我们每个年轻的灵魂都塑造成为高尚；
您不是太阳，却把阳光洒进我们每个人
的心灵……您是最帅气的老师，但是，
我们更想叫您一声‘志哥’！”这是一群
夏邑高中学生毕业后写给他们的副校长
兼年级段长、物理老师的一段心语。

这位老师名叫徐红志，1999年大学毕
业后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从普通老
师，到班主任、教研组长、年级段长、副
校长。20年来，他不只用时间丈量生命的
意义，还用忠诚、执着、智慧和全心全意
的爱默默诠释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职业
操守和良心。

徐红志作为学校的年级段长、副校
长，他深知“打铁还须自身硬”，为此他精
心观摩、学习、研究，争取一切机会来锻
炼自己、提高自己。为了讲好一堂示范
课，他沉下心来认真研究，仔细揣摩，直
到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能直观形象地把知
识传授给学生。教研组里青年教师多，他
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授给大
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来，青年老师有什
么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直到他们弄明白
为止。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精神把一
批青年人团结在一起，整个教研组里“比
学赶超”的学习研究气氛浓厚，人人有精
神、人人有干劲。他所在的年级每年高考
都成绩突出，所带的两个班级的物理成绩
远远超过其他班级。

徐红志热爱教育事业，从不因为个人

的私事耽误工作的时间，而是积极运用有
效的工作时间做好自己的工作。

“2014 年，徐红志当时还担任高三
（10）班班主任和两个班的物理任课老师，
他母亲患食道癌在郑州住院，为了不耽误
学生的学习，他让姐姐和爱人在省肿瘤医
院照顾母亲，手术当天，他正好有个模拟
考试，也没抽出时间去医院陪护，只能在
周日抽空去医院，在此期间，他没有耽误
学生的一节课。我们都劝他在医院多留一
天，他说，母亲有他爱人和姐姐照顾，同
学们离高考还有100多天，不能耽误，如果
耽误了孩子们的课，他就是这么多学生的
罪人，他母亲会理解他和支持他的。”采访
中当年高三（9）班班主任司晓娜老师对记
者说。

徐红志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千方百计

地改进教学工作，努力提高学生的知识水
平，致力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他始终坚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减
轻学生的负担，每一节课的练习和作业都
经过精选，力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学习。特别是 2012年在李伟任校长的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徐红志所分管
的年级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港澳高校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本人也多次被
河南省物理学会和全国中学生数理化学科
能力竞赛委员会评为 “优秀辅导员”，获
得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文明班主任、
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骨
干教师、商丘市教育局学术技术带头人、
夏邑县优秀共产党员、夏邑县“五一”劳
动奖章、夏邑县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夏邑
县高招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做一个永不停歇的“追梦人”
——记夏邑县高级中学副校长、年级段长徐红志

本报讯（陈凤涛）为进一步做好春季传染病的预防
工作，近日，夏邑实小举行了“春季传染病防控宣传教
育”活动。

该校班级宣讲员针对春季流感预防作了详细的讲
解，提醒同学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加强体育
锻炼，做好预防工作，若发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学
校各班还召开了“预防春季传染病”主题班会，进行了
全校卫生大扫除和全面消毒工作。另外，班主任还通过
家长微信群向学生家长宣传了预防春季传染病的知识，
做到家喻户晓，收到了良好效果。

夏邑实小师生

提高春季传染病防控意识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3月 29日上午，共青团商
丘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暨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大
会审议通过了团委、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及工作规划；
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商丘学院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商丘学
院第一届学生委员会委员；选举校团委书记、副书记；
选举校学生会主席、副主席。

市直团工委书记张璐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商丘
学院各级团组织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促进校风学风建设、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提高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广
大青年健康成长、奋发成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程印学在讲话中指出，校共
青团各级组织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锐意进取，真抓实
干，推动团的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

共青团商丘学院

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

4月2日，柘城县千字童幼儿
园的老师正在和学生一起做游
戏。为了让幼儿从小就亲近大自
然，柘城县提倡学校让儿童走出
校门，认识大自然，让孩子的天
性得到释放，从小爱祖国、爱大
自然。 张超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为讴歌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近日，夏邑县直二小举行了一场题为“我和我的祖国”的
朗诵比赛。

本次参加朗诵比赛的是经全校各年级中队选拔的演讲
者，一至六年级共有 30位选手参加朗诵比赛。参赛作品体
裁多样，有诗歌、抒情散文等。作品呈现出生动的语言，
精彩丰富的内容，深厚的爱国情感。

夏邑二小

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近日，夏邑县实验中学在
全校开展了“反校园欺凌和暴力”活动。

该校利用校园橱窗、板报、电子屏幕、国旗下谈
话、主题班会等进行广泛宣传，让学生全面了解校园欺
凌和暴力的相关内容及应对方法；组织各班主任和学生
会干部在教室内全面排查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品；对于
各班级排查出来的有暴力倾向者，组织他们到心理咨询
室进行个别辅导，做到防患于未然。

夏邑县实验中学

严防校园欺凌和暴力现象

本报讯（李翠苹）日前，睢阳区新城办事处北海小学举
行以“学习时代楷模，成就出彩人生”为主题的师德师风演
讲比赛。

本次比赛共推选出6名选手进行了师德演讲。演讲教师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师德的内涵进行具体诠释，他们有
的语言平实,内容真实感人,给人以深刻启发;有的故事则催人
泪下,发人深思。本次演讲比赛，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

睢阳区北海小学

举行师德师风演讲比赛

本报讯（张俊杰） 4月 1日，虞城县明德小学举行
了火灾应急疏散演练暨消防技能培训，虞城县消防大队
官兵参加了现场指导和培训。

下午3时，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四、五、六年级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毛巾等物品捂住口鼻，弯下腰降
低身体的重心，有序地从教室撤离出来，快速地来到操
场指定位置。随后，消防大队领导现场授课，详细讲解
了如何预防火灾、火场逃离、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消防
战士还现场演示了消防服穿戴，消防车的神奇功能，赢
得全场1000多名师生的热烈掌声。

虞城县明德小学

举行火灾应急疏散演练

4月2日，宁陵县第一实验小
学少先队员代表在革命烈士陵
园，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宁
陵县第一实验小学举行了清明节
祭扫先烈活动，学习了陵园里革
命先烈的事迹。 闫占廷 摄

近日，商丘市回民中学2017级学生以远足拉练形式磨砺自己，亲近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