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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奋进新时代。新的
学期一开始，商丘中学就上演了连台
大戏。先是河北省衡水中学原校长张
文茂一行到商丘中学指导工作，紧接
着，著名教育专家，中科大教授、博
士生导师王金战又来到该校为老师讲
课。值得点赞的是，张文茂、王金战
这两位教育界的大腕均被商丘中学聘
为名誉校长。

4月 15日上午，河北衡水中学原
校长张文茂一行到商丘中学调研。

座谈会上，天元教育集团总裁杨
中位向嘉宾就商丘中学的基本状况、
教师结构构成、教育教学管理、硬件
设施管理等一一作了介绍。张文茂对
该校的教育教学及管理等工作表示高
度认可，并就商丘中学的管理和教学
方面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使与会
的校领导受益匪浅。最后双方在办学
思想、教育观念、发展思路、学校管
理、师资建设、校园建设布局、教育
教学成果以及未来发展格局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

会后，嘉宾们来到操场参观该校
课间操，学生代表在运动场上矫健有
力的步伐、整齐划一的队形、简短响
亮的口号，给嘉宾们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们都是追
梦人。张文茂寄语商丘中学全体学
生：希望同学们今后在学习道路上，
能够学会挑战拼搏、思考创新。在丰
富的活动竞赛中，能够团结协作、不
断进取。从商丘中学走出的你们，都
能像璀璨星辰一样各自熠熠生辉，期
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如繁花般各有
特色的你们，在世界各地绽放着不同
的风采。

参观完课间操，衡水中学校区执
行校长张玉滨在演播厅为该校全体教
师作了专题报告会，解读了“是什么
成就了衡水中学的辉煌”，揭开了衡
中屡创奇迹的秘密；总结了“争先精
神、创新精神、忧患精神、精细精
神、敬业精神、进取精神、担当精
神、团队精神”八条衡中精神。

同时张玉滨还细致介绍了衡水中
学“八十里远足”和“成人礼活
动”，八十里远足充分体现了衡水中
学“永不放弃，追求卓越”的学校品
格；成人礼让学生懂得了感恩、责
任、担当，在学生的成长的道路上，
给他们种下了追梦的火种。

此次活动让商丘中学全体师生了
解到衡水中学特色的文化、先进的教
育理念、强大的教育力量以及辉煌的
教育成果，衡中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大
家借鉴和学习。

4月 24日，著名教育专家，全国
优秀教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院执行院长，“高考金牌战神”
王金战应邀到商丘中学作专题讲座。

当天，杨中位寄语全体教职员
工，希望将来在王金战的指导下，牢
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爱岗
敬业，爱生如子，勤于学习，乐于奉
献，团结协作，全力以赴做好做精教
育教学工作，人人争做最好的老师，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最公平公正的
老师，最爱学习的老师，最有思想的
老师。

讲座开始前，该校为王金战举行
了名誉校长授聘仪式。

随后，王金战为该校教师作了
《教育思想转变与教学行为创新》专
题讲座中，王金战谈及了自己的整个
教学历程，讲述了自己从普通数学教
师到“中国教育界领军人物”的奋斗
经历。王金战认为，中学课程的改革
关键是教学观念的改革，没有先进的
教育理念，诲人不倦的精神很可能会
产生“毁人不倦”的结果。在备战高

考方面，王金战曾将49人的班级带出
37名清华北大学子的成功经验给大家
带来了极大启发。

他强调，一个教育者首先要明确
两个基本教育观念，一是教育的目的
不仅是传授本领，更重要是唤醒和激
励，教育不是灌满，而是点燃；另一
个是传授知识仅仅是手段，要在传授
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经历挫折，经受
磨难，最后养成越挫越勇的心态。他
还结合自身 3个典型案例让在场的老
师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激励学生，让
学生反复享受成功的喜悦，就能让后
进生转变为优等生。王金战质朴的语
言、幽默的处事态度、充满智慧的教
育理念，让师生们敬佩不已，全场不
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天下午，王金战在为该校初、
高毕业生作的《行百里者半九十》专
题讲座中，他结合自身经历和成功的

教育实例，与大家分享了高考前心态
调整、冲刺复习方法等许多实用性的
经验，他贴近实战的教育经验、生动
鲜活的案例、通俗幽默的语言赢得了
同学们的阵阵掌声。王金战强调了心
态的重要性，鼓励所有在场学生只要
内心强大，就可以笑傲高考。他的

“一个强大的内心，可以充分挖掘自
身潜力”“不要抱怨，要靠自己的打
拼赢得别人的尊重”引起了在场学生
的高度共鸣。

教育梦，商中梦。这两次活动不
仅让商丘中学全体师生了解到衡水中
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强大的教育力量
以及辉煌的教育成果，同时，对自己
的教学理念及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两位名誉校长的感召下，商中人将
奋发进取，追求卓越，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而策马扬鞭。

好风借力上青云
——商丘中学聘请张文茂、王金战为名誉校长

文/图 本报记者 邵超杰 通讯员 杨 彪

4月18日至4月24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况、环境卫生督
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名，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考评对象

梁园区政府

睢阳区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

督指挥中心

（60分）

56.82

55.72

53.74

市容市貌环卫督

查（35分）

31.54

30.77

31.59

媒体曝光、领导

批示等（5分）

5.00

5.00

5.00

合 计

93.36

91.49

90.33

排

名

1

2

3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考评对象

梁园区白云办事处

睢阳区文化办事处

睢阳区东方办事处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

睢阳区古宋办事处

考核内容得分

市数字城管监
督指挥中心
（60分）

59.52

59.11

59.20

59.53

60.00

59.40

市容市貌
环卫督查
（35分）

32.14

31.71

31.57

31.14

30.57

31.14

媒体曝光、
领导批示等
（5分）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合计

96.66

95.82

95.77

95.67

95.57

95.54

排
名

1

2

3

4

5

6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示范区平安办事处

梁园区前进办事处

梁园区八八办事处

梁园区平原办事处

睢阳区古城办事处

梁园区东风办事处

睢阳区新城办事处

示范区中州办事处

示范区平台办事处

梁园区长征办事处

梁园区建设办事处

示范区民欣办事处

59.50

59.62

58.73

59.69

58.85

57.05

57.40

58.36

57.80

57.29

59.02

54.44

31.00

30.71

31.29

30.29

30.71

31.43

30.86

29.43

29.57

30.00

28.14

30.43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95.50

95.33

95.02

94.98

94.56

93.48

93.26

92.79

92.37

92.29

92.16

89.87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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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23日，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含公厕建设）进行检查督导，现将具体进展情况予
以通报。

商城管办〔2019〕16号

关于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进展情况的通报

辖 区
项目内容

梁园区

睢阳区

示范区

背街小巷改造和公厕建设任务

背街小巷313条
公厕80座

背街小巷557条
公厕80座

背街小巷51条
公厕40座

进展情况

背街小巷已完成5条;公厕选址
22处，其中正在建设14处。

背街小巷已完成硬化161条;公
厕已选址80处。

背街小巷正在设计方案;公厕
选址40处，已完成1处。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5月 30日 10时至
2019年5月3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93303235122.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7.57c43662FoSIrg，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芒砀路北段东侧建设路北中
央名邸二期第26幢2单元204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5月15日10时至

2019年 7月 1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
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sf- item.taobao.com/sf_item/593128874644.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3.57c43662FoSIrg，户名：永城市人
民法院），公开变卖永城市引河路南、325省道西河南豫
丝食品工业园内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崔法官
联系电话：1351370056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5月15日10时至

2019年5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93292271858.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2.57c43662FoSIrg，户名：永城市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西城区淮海东路路北住宅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
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9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6月 3日 10

时至 2019年6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虞城县城关镇木兰大道北侧和谐·北大花园
53号楼 2单元 201号房产一套（证号：1400041156号），用
途：住宅，所载建筑面积 96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董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4月29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天元教育集团总裁杨中位为王金战教授（左）发放聘书

张文茂（右二）在商丘中学董事长杨岚、校长张全忠陪同下参观校园

张文茂到商丘中学调研

王金战教授为商丘中学教师授课

吴娜是夏邑县郭店一中的一名班主任。毕业
20年来，她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从一名青涩
的大学毕业生，到成为教师队伍的“新兵蛋
子”，再到被选为“夏邑县最美老师”“夏邑县优
秀班主任”，一路上，始终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

学生们都说，吴娜是一位很特别的老师。在
严谨的课堂上，她能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
生，绝不在教学上有一丝松懈。在日常学习生活
中，她就像学生们的朋友一样亲切贴心。她既关
心他们的生活，又关心他们的健康，还要关心他
们是否懂得学习的方法，更关心他们是否懂得怎
样做人。遇到气温变化的时候，她总是会提醒同
学们增减衣物，集体活动前还要安排好同学们应
必备的用品等。学生在学校的饥寒冷暖，喜怒哀
乐她几乎事事关心。

爱是教育的真谛。作为班主任，需要付出更
多。既要关心他们的学习，也要关心他们的生
活，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新学期开学不
久，吴娜和往常一样巡查班级，看到丁同学在座
位上抹眼泪，问情况后才知道，早上在餐厅吃
饭，临班的韩同学欺负他，把他的碗给扔了，他
早饭也没吃。吴娜立刻与韩同学的班主任联系，
解决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班里学生生病，吴娜带他们去医院打针、拿药更
是常有的事儿。

班主任是联系学校、家庭、社会的纽带，所以应该也必须成为家长的
朋友。作为家校共育试点班级，吴娜积极认真组建班级家委会，每周四晚
上准时和家长们利用家校共育的平台进行线上读书活动，与家委会成员一
起积极策划班级各项活动。她利用微信家长群和家长沟通，及时与家长交
流孩子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工作之余，她走进学生的家中，更全面地了解
学生，和家长一起商量教育孩子的最佳办法，实现家校共育。

多年来，吴娜致力于语文课堂教学改革，在教学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她曾被夏邑县教研室聘为兼职教研员，多次执教县级公开课、观摩
课。她是河南省语文骨干教师、商丘市名师、商丘市语文学术技术带头
人。获得 2015年河南省青年教师技能大赛商丘赛区第一名，并代表商丘
赴郑州参加决赛，荣获省级一等奖的佳绩。2016年她又以中语组第一名
的成绩被评选为夏邑县首届课改标兵。“教育的核心就是学习”，作为一名
党员青年教师，她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 2017年被评为夏邑县最美
老师。因课题研究工作成绩突出，2018年4月，在全县课题研究培训会议
上，她做了课题研究专题报告，为全县教师传薪火。

“每个人必须执著地坚守住自己的梦想，就像滋润石缝中一粒种子的
雨滴，在绝望中启迪我们顽强；就像迷雾中远洋海轮的罗盘，在混沌中给
予我们方向。”在教育这条逐梦路上，吴娜会坚守住自己的梦想，不忘初
心，绽放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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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糕点师

4月26日，睢阳区高辛镇金宝贝幼儿园举行“我是小小糕点师”亲
子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与家长互动，制作了一个个精美的蛋糕。活
动激发了幼儿动手制作的兴趣，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 乔传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