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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幼儿园

增强爱国意识 传承民族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李 杨 通讯员
李鹏飞）为纪念“九一八”事变 91
周年，增强全民国防意识，大力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日前，驻马店市
幼儿园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线
上主题活动。

教师在“咱的驻马店”APP 学
习并了解“九一八”事变相关历史、
人民防空发展史、防空警报信号
等，通过线上敲响寓意勿忘国耻的

警钟，生成专属海报分享至朋友
圈，然后进行答题抽奖，问题内容
涵盖“九一八”事变相关历史、人民
防空知识等。

该园全体教师通过此次线上
主题教育活动，铭记先辈不屈不
挠、奋勇抵抗的故事，传承了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增强
了国防观念、爱国意识和人防意
识。①8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

传承红色基因 高举英雄旗帜

本报讯 （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马春霞 罗 然）为引导雷锋中队的
队员深刻领会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
和内涵，激励他们继承革命先辈的
光荣传统，近日，驻马店第二实验小
学雷锋中队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
高举英雄旗帜”纪念“九一八”事变
主题教育活动。

该校雷锋中队的队员通过阅读
书籍报刊、观看影像资料、摘录笔
记、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深入了解
历史事件，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重温红色记忆，勿忘国耻。在观

看纪录片后，雷锋中队的队员深刻体
会到，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人民强大，先辈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队员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
革命传统，坚定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在“勿忘国耻 牢记使命”主题队
会上，队员通过回望历史、分享交流、
唱红色歌曲、集体宣誓等活动，表达
了自己的爱国热情。①8

驻马店市实验幼儿园

打造教师阅读“书”适圈

本报讯 （记者 黄育南 通讯员
李鹏飞）为加强文明城市建设，推进全
民阅读活动健康发展，提升全园教师
综合素质，做好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
领者，日前，驻马店市实验幼儿园举行
了“书香满园 悦读阅美”读书交流主
题活动。

该园负责人首先向教师宣读了
读书活动计划，鼓励教师养成积极
阅读和相互交流的好习惯，营造积
极进取、努力学习的氛围。骨干教
师张一玲把自己的读书感悟、教学

工作和人生感悟相结合，向大家进
行了分享，赢得了在场教师的阵阵
掌声。大家踊跃发言，分享了各自
的读书感悟，畅谈读书收获。

“书香盈满人生路，躬身读书正
当时。今后，我们将打造教师阅读

‘书’适圈，用阅读赋能成长，让书香
浸润校园，倡导每位教师把读书当
成一种生活习惯，多读书、好读书、
读好书，积极分享读书心得、优美文
句、思想感悟，努力做到眼有所阅、心
得所悦。”该园负责人说。①8

驻马店市第二十四小学

铭记革命历史 传承民族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艳艳）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引导
师生铭记革命历史，9月 16日，驻马
店市第二十四小学开展迎接第九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致敬
主题教育活动。

省骨干教师、天中名师——赵
文威为师生上一节令人荡气回肠的
语文课——《青山处处埋忠骨》。他
带领大家了解抗美援朝战争中伟人
的英雄事迹、品读文字、体悟人物内
心，激发师生内心根植的爱国热情，

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
该校分班组织师生观看第九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
仪式。在观看过程中，师生表情凝
重，眼睛看到的是庄严肃穆的迎接
仪式，脑中想到的是炮火连天的战
争岁月。

此次主题教育活动加强了学校
的爱国主义教育建设，增强了全校
师生的民族责任感。该校全体师生
将心怀感恩与敬畏，笃定前行、不忘
初心，共筑美好时代。①8

韩世勋：扎根职教终不悔
记者 黄育南

喜迎八方学子 开启精彩人生
——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迎新掠影

记者 黄育南 见习记者 张子豪 文/图

“同学你好，请走报到专用通道，
提前准备好健康码和行程码。”近日，
记者在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迎新现场看到，2022 级新生正在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走过报到专
用通道，进行扫码测温、身份核验、核
酸检测，新生入学报到有序进行。

据了解，驻马店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今年新招收 3000 余名新生，
在校生达 1.3 万人，招生人数和在校
生人数均创该校历史新高。新生报到
后，将参加内容丰富的入学系列教育
活动，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
态迎接全新的学习生活。

为确保迎新工作平稳、有序、
安全进行，该校多次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会、迎新工作部署会等，
制 订 疫 情 防 控 预 案、迎 新 工 作 方
案，对各项工作进行细致周到的安

排，确保万无一失。新生入学报到
期间，校长白鑫刚深入迎新一线，
详细了解迎新工作、询问实时报到
数据，亲切慰问参与迎新工作的师
生志愿者，要求现场工作人员在落
实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为新生提
供优质服务，及时解决困难，打造
有“温度”的迎新。

因疫情防控需要，随行家长无
法进入学校，新生需独立完成入学
报到。为帮助新生顺利报到，该校
发动近千名师生志愿者提供迎新
服务。校园主干道、迎新现场、宿舍
区等有志愿者提供热心服务，引导
新生报到、搬运行李、指引路线、入
住宿舍，为新生入学保驾护航。一
幕幕感动人心的场景，让新生在入学
第一天就感受到新学校大家庭的关
爱和温暖。①8

近日，记者在位于市洪河大道和
金沙路交叉口西北侧的开发区实验小
学看到，几位身穿红马甲的老师志愿
者在人流、车流中来回奔走，引导学生
有序入校。

据了解，该校于 2021 年 10 月动
工，今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29.45亩，学位2160个。①8

记者 王 伟 摄

开发区实验小学投入使用开发区实验小学投入使用

▲引导学生有序入校。⑥2

▶开心课堂。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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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师德规范自己的教育教学
工作，以当一名好老师作为工作的座
右铭，把满腔热血献给了挚爱的教育
事业，把勤劳和智慧融入三尺讲台。
他被教育部授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被省人社厅授
予“河南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他就是河南交通技师学院教师韩世
勋。

为了让自己快速成长，韩世勋主
动申请调入校实习工厂从事一线实
习教学。每年暑假，他主动到汽修企
业进行实践锻炼，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经验，提高技术水平，迅速成长为一

体化教师。他担任《发动机构造与原
理》《发动机检修》《电控发动机原理
及维修》《车载网络控制系统》等课
程的一体化教学工作，超额完成学院
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综合评
估为优秀。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
同时，他连续 7 年参与中等职业院校
技 能 大 赛 汽 车 机 电 维 修 赛 项 的 辅
导。他辅导的学生在 2018 年该赛项
中获得一等奖，他也获得“全国技能
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在 2017
年河南省中职技能大赛中，他在教师
组个人汽车机电维修赛项中以全省
第一名的好成绩被省人社厅授予“河

南省技术能手”称号。2016 年至今，
他先后在《内燃机与配件》《汽车与
驾驶维修》《科技风》《汽车维护与保
养》等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参编南开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汽车故障诊断技
术》、校本实训指导书《电控发动机
构造与检修工作页》和校本教材《汽
车维护与保养》，在学院的汽车专业
实训教学中受到学生和老师的一致
好评。

2021 年 3 月，河南交通技师学院
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新校区搬
迁，汽车工程系是首批入驻新校区的
专业。作为一名老师，韩世勋深知身

上的责任与重担。他舍小家顾大家，
积极投入紧张的设备搬迁和学生管
理工作。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如此平
凡而敬业。他深知，汽车设备能够早
一天搬进新校区，学生就能早一天进
行 一 体 化 专 业 学 习 。 他 动 情 地 说 ：

“做一名教师是我最大的选择，而争
取做一名优秀教师是我人生的最大
目标。”①8

本报讯 （记者 李 杨 通讯员 李
鹏飞）为促使新入职教师更快地了解教
师岗位的职责，及时融入学校大家庭，9
月 17日，驻马店实验小学开展 2022年
新入职教师岗位培训活动。

该校负责人从了解校史奠定爱校
基石、掌握校情催生职业动力、提升素
养厚植爱校情怀等方面，指引新入职教
师厚植爱校情怀、培育敬业精神，勉励

新入职教师脚踏实地，做一名心里有
爱、眼中有人的好老师。

该校负责人寄语新入职教师，教师
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
传播者，还是莘莘学子道德基因的转接
者。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深厚知
识内涵和文化品位的体现。

杨春的《精细常规 聚焦课堂》、
李雪莲的《青年教师如何快速成长》、

王娟的《做永葆童心的教书人》、赵洪
桥的《守住课堂 创造精彩》、陈静的
《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职业尊严》、谢瑞
莉的《我的班级管理故事》分别从对
教师职业的理解、怎样才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教师、教师成长的路径、促进
新 入 职 教 师 角 色 转 换、分 析 学 生 情
况、选择教学手段等方面指导新入职
教师进行授课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此次岗位培训活动让新入职教师
进一步了解校园文化、规范日常行为、
尽快转换角色、树立责任意识。同时，
该校负责人勉励新入职教师成为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新入职教师
不仅感受到关心与期待，还深刻领会作
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明确肩
负的时代重任，坚定前进的方向。①8

驻马店实验小学

开展新入职教师岗位培训活动

驻马店市第十二小学

字正腔圆育蒙童 玉汝于成迎盛会

本报讯 （记者 王 晨 通讯员
苗泽富）9月 12日至 18日是第 25届
全国“推普周”。近日，驻马店市第十
二小学开展了“讲好普通话 喜迎二
十大”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聚焦喜迎党的二十大，
着眼“推普周”的重要现实意义，立足
校园生活的特殊需要，创新思想、统
筹谋划、分层部署，以年级组为单位
呈现推普教育的活动成果。

主题手抄报、黑板报，以画入题、
以文会意；诵读红色经典，以声引境、

以音导韵；当回“啄木鸟”，溯本清源、
蒙以养正；书写规范字，字如其人、以
字树人。该校学生用绚烂的色彩和
生动的符号倾诉对党的二十大的热
切期盼，用美文华章表达对祖国的深
厚情感。

此次活动让广大学生更加坚定
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接受
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
进一步端正了学习态度，提升了运用
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了个人文
化修养，树立了校园整体形象。①8

志愿者引导新生报到。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