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徐 寒）为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营造“书香校园”氛围，
让学生感受古典诗词之美，领略中
华文化魅力，近日，市一高举行了
2019年古诗词大赛。

此次大赛分笔试、面试和决赛
三个阶段进行。有 300 余名学生报
名参加了初赛，经过笔试和面试层
层筛选，最终选出 16名诗词达人进
入决赛。参加决赛的 16名选手分成

“抱珠怀玉”“秋月寒江”“春华秋
实”和“长乐未央”等四个队。一
首诗朗诵 《明月几时有》 惊艳亮
相，拉开了诗词大赛的帷幕。接着
选手们闪亮登场，言简意赅的自我
介绍、精妙的诗词引用和神采飞扬
的场上气势，博得观众们阵阵热烈

的掌声。大赛共设置选字填句题、
单选题、问答题、描述题、对句
题、飞花令、图片线索题等七个环
节，其中有必答题，也有抢答题。
回答必答题时沉稳作答，抢答题跃
跃欲试。尤其在飞花令环节，选手
们你来我往，龙争虎斗异常激烈，
让观众的热情持续高涨。最后，经
过激烈角逐，“秋月寒江”队四位同
学获得了第一名，“抱珠怀玉”队获
得第二名、“春华秋实”和“长乐未
央”队并列获得第三名，学校领导
为获奖同学们颁发了奖状、奖品。

此次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激
发学生读书热情，促进学生积累古
诗词的兴趣，更新知识，发展智力，开
阔视野，为终生学习发展奠基。

市一高

举办古诗词大赛

王大藏，1993年自吉林大学毕业后
任教于夏邑高中，现担任夏邑高中英语
教研室主任，G31班英语教师。从教26
年来，王大藏始终默默耕耘，坚持“用
爱教育，用心行走”，深受同事赞赏、
学生喜爱。

1993年刚参加工作时，王大藏曾在
笔记本上写下诗人纪伯伦的话来勉励自
己：工作是看得见的爱，通过工作来爱
生命，你就领悟到了生命最深刻的秘
密。王大藏认为，教师要有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缘于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站在三尺讲台上，面对着孜孜以求的学
生，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学生
学有所成，她又收获了诸多无法言说的
幸福感和成就感。王大藏对教师这份职
业的热爱是同孩子们日积月累中培养建
立起来的。

工作 20 多年来，王大藏一直奋战
在教学第一线，她同孩子们肩并肩，会
为了一次次的活动而费尽心力，会为了
一次小小的失利而懊悔，会为了一次次
的毕业离别而伤感，当孩子们回来看她

并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时，此时的王大
藏无疑是最幸福的老师。

据了解，王大藏所教过的学生，考
入 985、211 名校的不计其数，自 2014
年以来，陈苏畅、李拓、何天佑、张天
星、陈思源等同学均被清华大学录取。
夏邑高中的英语高考成绩最近几年也是
连创新高，在2018年140分以上的考生
达到了35人。

王大藏从不因个人事务影响工作。
2012 年年底，王大藏患了反流性食管
炎，病情严重时，体重下降到 80 多
斤。当时，她爱人劝她请假治疗，她想
到学校师资紧张，如果让其他教师临时
代课，学生和新老师之间还要彼此适
应，必然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于是，她
一边积极治疗和锻炼，一边坚持工作，
从没因生病耽误过一节课。

“王妈妈，我永远会听您的话，假
期放假，我就回去看您。”记者看到王
大藏的微信，一位叫刁小博的学生发来
的。原来，发微信的刁小博是王大藏去
年教过的一名学生。刁小博的父亲在一

场车祸中失去了双腿，基本丧失了劳动
能力，母亲患有精神病，不仅无法照顾
一家人的饮食起居，病情发作时还常把
父亲和小博打得鼻青脸肿。中考后，小
博本来准备去南方打工，校领导了解情
况后，多次去小博家动员，最大限度减
免了他的一切费用，但进入高中后，贫
穷与伤痛让他非常自卑，几乎从不在课
堂上发言。

王大藏得知刁小博的情况后，常常
悄悄地给他一些帮助，她相信爱和温暖
会融化小博内心的寒冰。那年冬天，小
博在收到王老师给他的棉衣和毛裤后，
在作业本里用英文写道：谢谢您，王老
师！这个冬天对我来说不再寒冷。从那
以后，小博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开始
和别的同学交流，学习也愈发刻苦，高
中毕业时顺利考入大学。

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大藏
被她的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老师妈
妈”。一声声“老师妈妈”让王大藏感
到无比幸福，对她而言，这就是最珍贵
的礼物！

行走在教育的路上，王大藏付出了
无数心血与汗水，也收获了累累硕果。
她本人先后在县、市、省三级优质课比
赛中获奖，被授予“河南省骨干教师”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商丘市优秀
教师”“商丘市三八红旗手”“商丘市师
德先进个人”“夏邑高中师德标兵”“夏
邑高中十佳教师”“夏邑高中十大女教
工”“高考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多
篇文章发表于 《河南教育》《教育时
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报
刊杂志。王大藏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新时代好教师的内涵。

用爱教育 用心行走
——记夏邑高中英语教研室主任王大藏

本报记者 张壮伟

本报讯（石 山）近日，市第一
实验小学召开教职工大会，学习贯
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会上，全校教职工通过认真学
习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的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和有关内容，深刻认识到全
省教育大会站位高远、立足全局、
结合实际，对未来全省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描绘了新时代
河南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

会议要求，一要深入学习。全
校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领会精神实质，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二要把握机遇。充分
把全省“优先发展教育”的重大决

策，转化为学校发展的动力。三要
真抓实干。围绕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的短板和热点难点问题，提出对
策、解决问题，为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质量教育而努力奋斗。四要把学
习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与开展

“以案促改”专项活动紧密结合，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确保会议精
神落地生根，活动开展抓铁有痕；
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
强化忠诚履职担当，提高廉洁从教
意识；在干事创业谋发展上下功
夫，讲政治，勇担当，奋力写好新
时代实验小学事业发展新篇章，为
商丘教育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

市第一实验小学

学习贯彻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本报讯（谢晓燕）为打造一支
让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近日，市
前进小学召开了师德师风建设动员
大会，学校全体教师参加了大会。

该校校长石永红宣读了《梁园
区教体局开展“学习时代楷模，成
就出彩人生”师德主题教育活动实
施方案》，并对照《教师十条禁令》
要求全体教师鞭策自己，用实际行
动来塑造教师高尚的师德形象。该
校党支部副书记韩敏向全体教师做
《张玉滚事迹报告会》，从张玉滚身

上感受理想信念的力量，从而忠诚
于党的教育事业，做一名“坚守教
育岗位，不懈奋斗，甘于奉献”的
优秀教师。该校要求全员签订《教
师师德师风责任书》，使全体教师进
一步明确了师德规范。大家一致表
示，要学习楷模，争做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本次师德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
提高了全体教职工的思想认识，增
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前进小学

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业合 通讯员
陈钦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
大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
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近日，睢阳
区郭村镇中心学校开展了 2019 年

“学习时代楷模 成就出彩人生”师
德师风主题征文、案例评选活动。

活动中，全镇教师积极参与，
认真撰写征文或案例。参选征文紧
扣师德主题教育；立意新颖，突出
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联系
实际，反映现实，内容真实生动。
所有参选案例真实、新颖、具有操

作性、有借鉴价值，尤其突出师德
教育活动的创新性和有效性。征文
大力宣传了优秀教师，先进典型的
模范事迹，弘扬了广大教育工作者
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无
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新时
期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
和高尚道德情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成为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本次活动，评出一等奖 3 名、
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2名。其中谢
时祥撰写的师德征文、李慧撰写的
师德案例被推荐参加区教体局组织
的师德师风征文、案例评选。

睢阳区郭村镇中心学校

开展师德师风征文评选活动

本报讯（李兰梅）近日，商丘市第
三高级中学来了一位名叫闫迈的老大
爷，他带着老伴将一封沉甸甸的感谢信
交到了校长黄胜利的手中，他要感谢的

是该校学生苏平原和谢时鑫。
如果不是这封感谢信被送到了学

校，全校师生都不知道曾有这样一个暖
心的故事发生过——苏平原和谢时鑫同
学从来没跟任何老师和学生提起，“我
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没想到
感谢信竟会送到学校。”“当时没想那么
多，就想过去帮一把。”说完这些话，
苏平原和谢时鑫有点不好意思。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今年 1 月 1
日。元旦那天下午，在梁园区胜利路
和归德路交叉口，苏平原和谢时鑫看
到一群人在围观。他们走近一看，原

来是一个年近 70 岁的老人躺在地上，
表情显得很难受，老人满脸是血，不
能动弹。

苏平原和谢时鑫没有多想，急忙凑
近老人询问情况，当得知老人是骑车不
慎摔倒，导致胳膊脱臼时，他俩急忙给
老人止血，一边拨打 120，一边把老人
挪到安全的地方，并及时与其家人取得
了联系，争取了送医救治时间。

据闫迈老人的家属介绍，老人摔倒
后，这两名学生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
路过的好心人也伸手相助。

事情虽然过去几个月了，但闫迈老

人从未忘记学生救人的事。经多方打
听，当他得知伸出援手的是市三高的学
生时，老人再也坐不住了，急忙制作了
一面锦旗，带着老伴来到学校，当面把
锦旗送到了校长黄胜利手中，盛赞这两
位学生就是当代活雷锋。

据悉，近年来，市第三高级中学
（市职教中心）一直重视学生的思想品
德教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学生们
将优良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该校
两位同学救弱扶老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该
校学生的高尚情操和精神面貌。

一封感谢信牵出一个暖心的故事……

为这两位同学的举动点赞！

▲ 近日，民权高中举行了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艺术节
涵盖了舞蹈、诗朗诵、歌曲、小品、戏曲连唱、模特时装秀等 18个
节目。汇演现场，演员们歌声优美、舞姿轻盈，赢得观众阵阵热烈
掌声。本次艺术节是素质教育成果的一次精彩呈现，为该校全力推
进学生素质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玉领 武晓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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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举办2019年师生田径运动会，全校近万名师生参加了开幕式。运动会上，广大师生发扬“更
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团体舞蹈、第九套广播操、武术等表演展现了该校学生的靓丽、乐观、积极的
青春气息。本次运动会持续两天，1000多名参赛师生围绕30项比赛项目展开角逐。 本报记者 许业合 摄

▲ 5月 15日，市第三幼儿园举行了“家园同欢乐，幸福溢
满园”亲子运动会。趣味十足的亲子运动项目，把家长带到了欢
乐的童年时代。本次亲子运动会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团队意识和
竞争意识，也为增进家园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架起了一座快乐的桥
梁。 赵 静 摄

本报讯（张中华） 5月 20日上
午 8 时，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
起，市凯二小学全体师生正怀着激
动的心情举行一场主题为“向国旗
敬礼”的升旗仪式。

本次主题升旗仪式由六七中
队、五七中队、四七中队的升旗手
和护旗手承办。他们怀着崇高的敬
意，把国旗升上祖国的蓝天。升旗
仪式上，来自六七中队的优秀少先
队员高馨、张书瑜作了《向国旗敬
礼》的精彩演讲，他们用热情洋溢
的话语，饱满的激情抒发了同学们

对祖国、学校的热爱，表达了珍惜
时间，从身边小事做起，刻苦学
习，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
的力量。精彩的演讲感染了全体师
生，带给师生们强烈的共鸣和满满
的自豪。随后，两位优秀少先队员
代表向全体同学发起倡议并庄严宣
誓和再次向国旗行少先队队礼。

本次升旗仪式，同学们增强了
爱国的情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
信心，更明确了新时代的小学生要
自强不息，爱国、爱家、爱校、爱
自己，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
行的历史使命。

市凯二小学

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升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