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邵超
杰）“感谢德邦驾校师傅
的热情服务，他们的爱
心送考让我顺利参加这
次高考。”市回民中学
1305 班学生李志鹏谈到
商丘德邦驾校的“爱心
送考”活动时非常感动。

李志鹏高考考场在
市第一高级中学，本来
也想像有些同学那样在
考点附近订一家酒店，
以便于应考，但是去订
酒店时距离学校近一点
的酒店已经被订完。听
老师说，商丘德邦驾校
开展“爱心送考”活
动，就报了名。其实市
回民中学 2000余名高考
考生中有很多像李志鹏
这样的同学，由于没有
及时订上酒店，就选择
住在学校，坐上了商丘
德邦驾校的爱心送考
车，顺利完成了 2019年
高考。

商丘德邦驾校坚持
为市回民中学考生助力
高考已经 4 年了，今年
根据市回民中学统计的
考生人数，提供 1 辆宇
通大巴车、2辆依维柯汽
车、3 辆面包车、24 辆
小轿车，针对市回民中
学考生所在的高考考点
和学校对接，在回中考
生所在的考点设置爱心
助考服务点，提供品牌
矿泉水 300 余件，并备
有治疗头痛、发烧、拉

肚子的药品，为学生做好贴心服务。
6月 7日，因考虑拥堵问题，交警让市一高

考点附近所有爱心助考点后移 50米。商丘德
邦驾校爱心助考点的服务人员犯了难，因为助
考点正是同学们聚集坐车的地方。走出一高考
点大门，一眼望见商丘德邦驾校两名工作人员
在烈日下站在桌子上拉着“商丘市回民中学”的
条幅的时候，很多同学非常感动。市回民中学
第一学部高三年级副主任杜瑜说：“当我看到这
个情景我真是感动极了。我们回中的老师对学
生怎么好都不为过，因为那是我们的学生，而商
丘德邦驾校的人能这样做，不正是体现出了‘商
丘好人’精神吗？”2318班梁爽同学说：“两天的
相处，发现他们都是那么热情，经常提醒我们不
要忘记拿证件，不要乱吃东西等，相处非常融
洽。数学考试结束后，我有很大的压力，走出考
点，一看到他们，仿佛就像看到家人似的，一交
流，我很快就放松了心情。”

商丘德邦驾校校长田波说：“我们坚持 4
年的送考活动，每次都是精心组织。越做我越
感到送考不是简单的接送，不容许出一点的纰
漏，我们不能因送考的任何原因影响同学们高
考。不管压力多大，只要市回民中学有一个高
考考生需要接送，我们都义不容辞坚持我们的
爱心送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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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台）近日，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教师张晓玲的《莎士比亚研究》范式改革公开课在学院梁
园校区开讲，此次公开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了
听课专家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公开课展示了莎士比亚悲剧之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
佩特拉》，系张晓玲 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与实践项目——《表演、讨论、讲授三结合的课堂教学探
索——以专业选修课“莎士比亚研究”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课堂上，张晓玲让学生表演剧作第一幕。学生的表演
非常精彩，教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在简短的点评
后，张晓玲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学们思维活
跃，不时出现巧思妙答。最后，张晓玲进行总结讲述，同
时介绍了与此剧有关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张晓玲的“表演、讨论、讲授三结合的课堂教学改
革”改变了传统课堂大学生只带“两只耳朵”的弊端，把
死板的教师“一人独唱”变为教师与学生共同演出的“大
型交响乐”。通过戏剧表演，不仅让学生形象地感知了莎士
比亚戏剧之美，而且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得到了提升。通过
课堂讨论，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增强了他们的问题意识。

商丘师院教师张晓玲

《莎士比亚研究》公开课获好评

本报讯（李欣）为加强师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应对
突发险情的能力，促进“平安校园”创建， 6月 11日
上午，市行知学校全体师生进行了每月一次的安全疏散
演练。

为了使疏散演练安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制订了安全疏散演练方案。各班班主任利用
班会课给学生详细讲解了一些基本安全常识和注意事
项，让学生充分意识到演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区域
负责人明确分工，落实细节，确保演练万无一失。

上午第二节课下课，急促的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
开始。学校全体老师立即到达指定岗位，按预案组织学
生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学校操场。疏散到安全地带后，各
班级清点人数上报给负责人。整个演练活动顺利完成，
达成了快速、高效、有序的演练目的。该校领导强调，
校园安全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要时刻强化
红线意识，底线思维，通过应急演练强化安全意识。该
校领导还要求，参加演练的师生在通过演练提高处置突
发事件能力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宣传。希望通过本次
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让全校师
生掌握在遇到突发危险时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
方法，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这次演练体现了市行知学校对安全工作的高度重
视，始终将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作为学校工作的头等大
事常抓不懈。通过每月的安全疏散演练，既增强了师生
的安全意识，又提高了师生逃生避险的技能，为创建

“平安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市行知学校

举行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李霞） 6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又临近
期末和暑假，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为了
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素养，6月10日，市凯旋路第二小
学利用升旗仪式进行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防溺水安全常识、防校园暴力和校园
欺凌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
雷雨天安全、外出旅游安全等。为了让安全知识入脑、
入口、入心，全体学生现场背诵了课间安全童谣，大家
把安全知识铭记于心，做到时时讲安全、处处讲安全，
确保全体师生每一天都平平安安。

市凯旋路第二小学

对学生进行安全培训

在夏邑县杨集镇胡楼小学，有个带
着“引流袋”的身影成为学校的一道风
景线。风景线的主人公是该校二年级的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李晓利，她带病坚持
上课，每天上完课后就去输液，感动了
全校师生。

日前，记者驱车来到杨集镇的胡楼
小学，见到刚从郑州治疗回来的李晓利
老师。原来，2019 年新学期刚开始不
久，由于熬夜备课着了凉，她患了重感
冒。当时也没当一回事，过了一个星期
感冒症状消失了，落下了咳嗽，她觉得
不是什么大事，又不影响给孩子上课，
所以就一直拖着坚持着，有时实在撑不
住了就去村卫生室打一小针。丈夫郝昆
仑感觉不对，要带她到县城大医院做检
查，她一直不愿意去。直到五一假期，
她自己也觉得拖得时间太长了，趁着假
期去医院查查，看好了省事，不能耽误
孩子们上课。

在该县人民医院，经过一系列检
查，最后做了 CT，医生一看大吃一
惊，气冲冲地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医院，自己的右肺病变并充满了积
水，你还等啥？医生立刻给李晓利办

理住院手续。医生的话不容置疑，而
她竟还急切地问：“住院得多长时间？
我是一名老师，开学了我还要回学校
给孩子们上课。”她不得不住进了医
院，接受治疗。

“虽然是住院，可是她心里着急，
住院一天就耽误学生们一天课，白天她
边输液边给代课老师发微信，班里虽然
只有 8名学生，但都是她的心头肉，夜
晚趁不输液时，她就给学生们打电话询
问功课情况。”郝昆仑说。住院第 18
天，肺里的积水还未排完，她实在是住
不下去了，就找到主治医师请求出院，
医生皱着眉头，勉强答应让她插着管
子，带着引流袋出院，临出院时，医生
千叮咛万嘱咐：“不能累着，好好休
息，更不不能去上课......”

到家的第二天，李晓利早早吃过早
饭就准备去学校，被郝昆仑拦下说了一
顿：“刚出院，医生让你好好休息，你哪
都不要去，等好了再去学校......”可是她
哪能在家呆得住，觉得自己欠孩子们太
多的课，趁丈夫不在家，就去了学校。

李晓利出现在校园的那一刻，她的
孩子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声喊着：

“李老师回来了，李妈妈回来了......”那
高兴劲甭提了，就像刚断奶的孩子见到
妈妈。当孩子们给李晓利拥抱后，发现
老师身上还插着管子，还有个袋子，袋
子里还有不明液体，顿时，孩子们高兴
劲全无。“老师，您怎么了，您怎么
了？”说着，孩子们的眼泪顿时哗哗直
流。

插着管子，带着引流袋，怎么给孩
子上课，为了不让学生看见这些东西，
以免伤感，李晓利想了一个办法，在腰
里系个大胖衣服，遮住管子和引流袋，
上课时把引流袋给关了，并装进了衣袋
里，课后再处理积液，就这样微笑面对
课堂，坚持给学生上课。“同事和学生
家长看到她这样，都默默地为她流泪”。

记者还注意到，在与学生相处中，
李晓利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丝毫看不
出她是一位病人。“我跟孩子们在一起
心情特别好，对我的身体也有帮助。”
经常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请假休息，李晓
利都这样解释。采访中，李晓利多次对
记者说，作为一名老师，只要接手一个
班，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就必须对这个
孩子负责。

乡村女教师李晓利肺部病变积水，为了不影响上课，她毅然——

带着引流袋坚守三尺讲台
本报记者 张壮伟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6月 11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河南省特检院商丘分院、市第一实验小学和梁园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了特种设备安
全知识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全
体师生齐聚一堂，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活动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
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述了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河南省
特检院商丘分院高级工程师带领同学们观看了有关电
梯、游乐设施安全知识的视频动画，并带领同学们进行
了有奖竞答；河南省特检院商丘分院领导代表活动主办
方向学校现场赠送了特种设备安全知识书籍。

通过此次活动，广大师生了解了安全防范知识，提
升了使用特种设备时的安全防范能力。

我市

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进校园
日前，商丘师范学院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志

愿者应邀走进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香君社
区，开展“携手关爱老人、助力商丘创卫”的
志愿服务，为助力商丘创卫工作、美化家园共
同出力。

香君社区与大学生志愿者们发扬不怕脏、
不怕累的精神，扫地、捡拾废弃的塑料袋、清
除花丛中的干枯枝叶。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劳
动，辖区绿化带宣传栏、卫生死角得到彻底清
除，为广大居民营造了一个清洁、优美、舒适
的生活环境。当小区居民得知香君社区邀请大
学生志愿者来义务打扫卫生时，纷纷对社区工
作人员和商丘师院大学生志愿者的行动表示感
谢，对志愿者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精神表示
钦佩。

本报记者 白鹏 通讯员 杜云霄 摄影报道

 闫胜利

2019年高考终于结束了。孩子的高考
好像就是一场长时间的大规模战役，在陪
伴孩子三年高中生活的时间里，我学习了
很多，也收获了很多。看着孩子高考之后
那样快乐自信地规划以后的生活，我可以
确信地说，不管高考成绩如何，孩子在
2019年这场高考战役中已经取得了胜利。
是啊，在这三年里，孩子一直在成长，她
懂得了团结、拼搏、感恩，她拥有了乐观
和自信，这也正是很多父母所期望看到

的。这一切，最值得感谢的还是商丘市回
民中学的老师们。

憧憬的高一
第一次走进商丘回中，孩子怀着憧

憬，明媚的笑脸上写满了对高中生活的期
待。十天的军训，拉近了和同学们的距
离，开启了高中学习生活的序幕。她很快
融入了高中生活氛围中。她和同学们一起
在班级里朗诵诗歌，在操场上挥洒汗水，
站在高台上介绍自我，风声传送着喊出的
梦想，阳光折射过留下的汗水，她懂得了
团结。更幸运的是孩子遇见了班主任张佳
雯老师。年轻的张老师更容易和孩子拉近
距离，孩子亲切地称她佳雯姐。张老师抓
班严肃活泼，趣味的课堂带给大家欢乐，
午睡醒来的班歌，唱出了梦想与喜悦，就
这样度过了孩子高一的生活。在懵懂的高
一孩子没有迷茫，真的该非常感谢张老
师，感谢一直陪孩子度过高一生活的所有
任课老师。

沉稳的高二
走上更高的阶梯，进入新的班级，陌

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一股恐惧压在孩
子的心底。她悄然出现在身边，听孩子
说，大家私下称她洁茹姐姐。升入高二后
的第一次月考，孩子的考试成绩非常糟
糕，一下子没有了学习的信心，很是失
落。王洁茹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鼓励，孩子
又重新拥有了自信。王老师经常会自掏腰
包给学生买零食，用奖励的方式激励他们
努力学习。孩子至今还记得中秋的月饼，
甜到心里。拉练时几十里的路程，王老师
往返一直跟随，坚定了孩子的步伐，也练
就了整个班级学生的战狼精神。高二的一
年里，我的孩子不断学习新知识，做练
习，在忙碌中，她变得稳重了。后来，学
习成绩也提升上来。王老师，感谢你陪她
沉淀了高二的岁月。

绽放的高三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很快又开始了高

三生活，开学第一天便进入了2019年高考
倒计时。班主任王凤枝老师走进 2308班，
带领孩子开始了冲刺高考的旅程。黑板上
倒计时的数字留下时光的痕迹，在这一年

里，她陪伴孩子坚持奋斗；在这一年里，
她陪伴孩子迎接各种艰难的挑战。相册中
的影集，记录了努力奋斗的高三生活，也
记录王凤枝老师对学生满满的关爱。十月
的挑战，三月的誓言，四月的成人礼终将
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这一年里，孩子
经历了各种挑战，战胜了无数的困难挫
折，也在奋斗中不断成长，不断完善自
我。王老师，感谢你陪她走过高中阶段里
这段最艰苦的岁月。

孩子长大了，又懂事了，感谢商丘市
回民中学，感谢学校里如此负责的老师
们。孩子在回中的三年生活沉淀磨炼了她
的意志，我相信经过在回中这三年的磨
练，已经为孩子今后成功的人生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感谢商丘回中，有张佳雯、王洁茹、
王凤枝等这样好的老师，商丘市回民中学
在今年的高考中一定会捷报频传，再创佳
绩。

（作者系商丘市回民中学2308班学生
闫雨的家长）

市回中校呼：商丘回中，回回都中，低进优出，人人高中！

说不尽对商丘回中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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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省商务厅《关于做好成品油分销体系“十三五”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豫商流通 【2015】 34 号)要
求，现将永城市 2019年度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予以公示，
请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给予监督。公示期为 7
天(自登报日期七天后止)。

规划地址：永城市候岭乡产业集聚区南内环路南侧中
原路西侧。

监督联系电话:0370-5209818
永城市商务局
2019年6月13日

永城市2019年度
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公示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7月1日10时至2019
年 7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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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sf_item/596204472435.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8.440c3662XrLo53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 )，公开拍
卖永城市建设路北、文化路西欧蓓莎 1#123铺、223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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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5162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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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10 时至

2019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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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157532306.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28.4dd2366224Z3mn，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河南中驰龙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所属 6台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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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070151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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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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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367345278.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14.531d3662EkN3yU，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新乡市新辉路 6号税务学校 4号楼家属楼点式楼 5层
东北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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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法官 联系电话：1823803836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6月12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