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E-mail:rbwztp@pdsxw.com教育编辑 董军锋 校对 崔蕊

15937506769
教 育 周 刊 联 系 电 话

本报讯 （记者耿剑）4月 15日是第

7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市各学校

围绕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组织师生开展

丰富多样的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

爱国主义教育中，进一步让广大师生明

确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只有人人参与、负责，国家安全

才能真正获得巨大的人民基础和坚实

保障。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认真组织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宣传活动。制

作国家安全专题宣传海报、条幅、展板

等在校园悬挂、张贴和展示，利用 LED

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国家安全宣传标语，

通过校园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广泛宣传

“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和网络

举报平台。学校各系（部）认真组织国

家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营造浓厚的宣传

教育氛围，推进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引

导高校师生生动实践“国家安全 有你

有我”。

4 月 14 日，平顶山技师学院以“每

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道防线”为题，

在学校微信平台推送了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相关活动内容，介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于 2015年 7

月 1日，此后规定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 7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微信还播送

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相关视频，让

师生全面了解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相

关知识，懂得什么是国家安全教育，了

解国家安全教育都包含哪些内容。

4 月 14 日开始，市第十四中学各

班级结合生活和学习实际，以不同形

式为学生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课，受到

学生欢迎。此外，该校还通过开展主

题班会、发出维护国家安全倡议书等

形式，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家长

关注国家安全，带动师生提升维护国

家安全意识。除了融入课堂，学校还

以推送短视频、开展“亮屏”行动、转

发宣传标语等形式，营造青少年自觉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良好氛

围。

4月 15日，卫东区矿工路小学开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让国

家安全观念入脑入心，全力打造平安

校园，通过开展不集中式、规模式聚集

等形式，召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集

体晨会和班队会。从“国家安全的分

类”“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我能为国

家安全做什么”等方面讲解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各班班主任组织学生观看

安全教育视频，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分析研判学校涉及国家安全的问

题隐患，要求学生牢固树立安全防范

意识，使广大师生和家长提高学法、懂

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增强全民国家

安全责任。

确保安全意识融入课堂记在心中

我市各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耿剑）4 月 7 日

下午，市财经学校 2022 年全面从

严治党工作会议在东校区多媒体

会议室召开。会议总结了 2021年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部署了 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任

务，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

要求。

会议由校纪委书记高自闯主

持，校领导班子成员、校长助理、各

党支部委员及校纪委委员参加了

会议。

校长马庆业在会上指出，2021

年，学校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汲取奋进

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持把全面从

严治党摆在首要位置，全面落实

“两个责任”，以自我革命精神大力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

校党建工作、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马庆业强调，今年要严格落实

市教体局 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六强化六严格”的总要求。一

是要强化政治统领，严格党性教

育。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细化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各项行动。二是要强化党

建引领，严格组织建设。发挥红色

党建领航、红色组织堡垒、红色园

丁育人、红色文化凝聚作用。三是

要 强 化 作 风 建 设 ，坚 决 反 对“四

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扎实开展“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以作风建设

新成效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四

是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充分释放不敢腐的震慑，持

续完善不能腐的制度，不断增强不

想腐的自觉。五是要强化严管厚

爱，严格锻炼培养。年轻干部选拔

出来后常教育、常监督、常关爱。

六是要强化担当作为，严格责任落

实。明确三个责任履责举措，加强

与监督责任协同发力，着力丰富履

责担责载体。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马庆业说，“学校全体党员干部要

学习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自我

革命精神，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定

不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进行到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纪委监委驻市教体局纪检

监察组成员冯学伟在现场与大家

分享了一位教师的离岗感言，并代

表监察组向学校提出了三点工作

意见，一是要进一步保持全面从严

治党的思想定力，二是要进一步明

确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要点，三是

要进一步凝聚全面从严治党的协

同合力。

高自闯传达了 2022年校纪委

工作要点，要求各党支部、各处室

部将此次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到每

一位党员、每一名教职工，按照校

党委部署，抓好贯彻落实；扎实开

展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追责

问责案件以案促改工作，同时要积

极主动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

市财经学校安排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严格落实“六强化六严格”总要求

本报讯 （记者耿剑）为让师生在

封闭期间感受到学校的温暖，4 月 16

日下午，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

准备的苹果、香蕉、沃柑、猕猴桃、酸

奶、咸鸭蛋等食品发放给在校师生。

此次以食品为主的爱心大礼包共

1.3 万余份，学校为此花费 20 余万元，

采购的苹果、香蕉、沃柑、猕猴桃、酸

奶、咸鸭蛋等都是学生们日常比较喜

爱的水果和食品。学校在组织购买水

果时，跑遍了市区的水果批发市场，共

采买 5000多公斤苹果、5000多公斤沃

柑、27900 袋酸奶和 27000 个咸鸭蛋。

由于香蕉货源紧张，仅从郑州和平顶

山两地水果市场购买到不足 3000 公

斤香蕉，其余购买 2000余公斤猕猴桃

补足。当前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确

保在校师生的健康安全，对所有运输

水果的车辆进行全方位消杀且全封闭

运抵校园。入校后，司机全程不下车，

学校工作人员再次对车辆进行消杀，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校园安全。

在免费爱心大礼包发放现场，学

生们直呼温暖和感动，并纷纷在微信

朋友圈、抖音等网络平台晒出领到的

爱心大礼包和欢快的心情，表达对学

校的感激之情。一份爱心大礼包传递

着学校的深深爱意，温暖着平职学子

的心，鼓励着师生同心抗疫，一起温暖

前行。

图为爱心大礼包发放现场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供图

凝聚抗疫力量 传递真情大爱

平职学院为师生免费发放爱心大礼包

本报讯 （记者耿剑）近日，河南省

首批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基地揭晓，经过

自主申报，教育部门推荐，省教育部门

形式审查、专家评议、公示等程序，新华

区教师培训中心最终被确定为全省首

批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基地。

据新华区教师培训中心主任程校

育介绍，新华区教师培训中心涵盖小学

数学、小学音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小

学道德与法治四门学科。近年来，该中

心立足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围绕“层级+

梯级+攀升级”的培养模式，为每一位教

师精心搭建成长与研究的平台。

程校育介绍说，“层级”是按照“倚

重国培，着力省培、市培，强化区培，聚

力点在校本研修”的工作思路，五级联

动，夯实教师培训工作。倚重国培，按

照“国培计划”要求，精心组织、坚持原

则、精准遴选参训学员，确保国培 100%

顺利进行。着力省培、市培，以加强师

资精准培训为依据，以教师需求为导

向，不断推进各类教师培训项目，让培

训取得实效。

为强化区培，新华区教师培训中

心着力区级教育培育教师队伍建设，

组 建 新 华 区 教 师 培 训 中 心“ 红 色 课

程”培训团队，围绕“红色资源开发”

开展“红色培训”，打造了《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系列讲座，《新时代背景

下的师德师风》《教师心理健康与情

绪调节》等一系列精品课程，利用学

校 周 一 例 会 时 间 ，下 沉 学 校 进 行 宣

讲，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到六所

学校进行宣讲，受益教师近千人。

该中心通过组建区级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 2.0 工程专家培训团队，围

绕提升工程 2.0 政策解读与工作推进、

数字教材应用、人人通运用、网络教学

资源素材的获取、教学视频制作及实用

课堂信息技术的应用，向全区教师开展

系列培训，进一步提升全区教师信息技

术素养、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新华区教师培训中心组建名师宣

讲团队，按照“培养名师队伍、发挥名

师效应、共享名师资源、促进一线教

学”的工作思路，以中原名师为一个单

位，省级、市级名师以学科为单位，组

建了 9个名师宣讲团队，聚焦教师专业

发展、聚焦课程改革、聚焦研修方向、

聚焦“五育并举”、聚焦优化教学内容

和优化教学结构的“双优课堂”打造，

每月开展一次活动，以示范课、听评

课、学科讲座等形式，分批次、分学科

线上线下开展活动，全方位引领教师

专业化成长。目前已开展活动 11 次，

受益教师达 2300人次。

新华区师训中心通过搭建“教学新

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教学名师-学

科带头人-教育专家”的梯级教师培养

平台，引导和激励各层次教师树立终身

学习、不懈追求、进取攀登的职业意识，

建立和营造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

引领的工作生态。三年来共培养中原

名师培育对象 2 名、省级名师 23 名、省

级学科骨干教师 44名；市级名师 43名、

学科骨干教师 91 名、教学能手 132 名、

教坛新秀 194 名；区级名师 73 名、学科

骨干教师 135名、教学能手 173名、教坛

新秀 198名。

新华区教师培训中心依托层级和

梯级发展，激励各阶段的教师向着更

高层次攀登，实现由“教书匠”到“教育

家”的转变。新华区制定了攀升发展

规划，着力在整体发展基础上，重点

“推人”。目前，该区有中原教学名师 1

名，中原名师 1名，中原名师培育对象 2

名，其中刘晓慧中原名师工作室培育

省级名师 6名。

河南省首批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基地揭晓

新华区教师培训中心成功入选

本报讯 （记者耿剑）为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提高教育教学水平，4

月 15日，示范区福佑路小学开展语

文联合教研活动，主要包括试卷分

析、总结说明、查漏补缺三大内容，

学校一年级到六年级语文教师参

加了此次研讨活动

当天活动开始后，三年级到

六年级老师以班级知识点检测为

切入点，逐一分析了最近一次检

测的内容，并分析了学生掌握的

程 度 ，针 对 学 生 普 遍 疏 忽 的 地

方，各班老师分别对本年级情况

进行了分析，并对本班情况进行

总结。在总结的众多问题中，学

习 态 度 不 端 正 、课 前 预 习 不 充

分、学完每一课后没有及时复习

是导致知识点掌握不牢固的主要

原因。还有部分学生学习习惯不

好 ，没 有 合 理 安 排 时 间 ，学 习 质

量与效率不高。

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校长

徐双丽进行了总结，首先是课堂上

有些学生没有积极参与，对于每一

个问题没有仔细思考，以致思路不

活跃，掌握的知识不具体、不全面，

不会举一反三，思考问题所需时间

很长，练习的很少，做题的经验较

少。其次是课外书阅读量过少，导

致写作文没有素材，词汇的积累也

很少，语言没有逻辑性，文章显得

十分杂乱，苍白无力。对历史与人

文的理解也很少，许多文章包括诗

词都不能理解，阅读能力仍有待提

高。

徐双丽要求学校每一位语文

老师向课堂要效率，重视字词句子

的教学，把好基础知识关。关注学

生阅读，把好阅读理解关。勤于练

笔，闯好作文关。最后是做好后进

生的帮教工作，让每一个学生都感

受到学习的乐趣、成长的快乐。

凝心聚力抓质量 潜心教学求发展

福佑路小学开展语文联合教研活动

本报讯 （记者耿剑）新学期开

学后，市二中每周举行一次体育比

赛，涉及篮球、足球、羽毛球等项

目，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

据该校校长张宏伟介绍，学校

各项体育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走出教

室、走向大自然、走到阳光下，展现

自己的活力。今后，学校将进一步

细化体育活动环节，充分发挥学生

特长，让学生追求健康，拥有健康

的体魄，进而形成全校师生参与体

育锻炼的良好风气，为“体育强国

梦”的实现添砖加瓦。

下图为足球友谊赛现场

市二中 供图

市二中举行体育比赛丰富校园生活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