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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郑州市金
水区文化路第二小学学生盼
望已久的“校园图书馆”终于
揭开了面纱：300多平方米的
大空间里，色彩亮丽的桌椅、

八万多册丰富的图书。据了
解，每周三为图书馆开放日，
学校将有计划地安排各个班
将课堂搬进图书馆。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赵海霞

3 月 1 日下午，郑州市二
七区祥云路小学举行“情系雷
锋月 微笑三月天”雷锋月启
动仪式。仪式上，学生代表列
举身边出现的“活雷锋”典型

事例，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
从小事做起。当天，全校 22
个中队被授予“雷锋中队”旗
帜。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张帆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纬五
路第二小学为学生自愿成立
的学雷锋小队举行了隆重的
授旗仪式。德育处向全校师
生介绍了学雷锋“向阳花”小

队，并为小队专门制作了队
旗。曹鹏举校长亲手将队旗
交到队长手中，并号召全校孩
子向他们学习。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任琳

2月27日，郑州市中原区
华山路小学举行了“雏鹰展
翅——晒晒我的家风好故
事”主题升旗仪式。该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周芸说，好家
风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摇篮，

希望全体师生从自己做起。
接下来，10 位少先队员分别
从热爱读书、勤俭节约、孝字
先行、诚实守信等方面，讲述
家风好故事，传递正能量。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张娜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东
风路小学举行了以“安全记
心中”为主题的升旗仪式。
当天，在升旗仪式结束后，同
学们表演了节目，有的用快

板说安全常识，有的通过相
声表现交通安全规则，形式
多样。孩子们表示，今后，要
时刻加强安全意识，提高自
我防范能力。 记者 牛洁

3月1日，郑州市中原区
特色实验小学举行新学期家
长委员会成立大会。校领导
向家长介绍了学校的教育教
学、校园活动、发展规划，并
提出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的

希望。最后，学校为每位家
委会委员颁发了聘书。“这是
一种责任，我们愿意和学校
一起帮助孩子成长！”家长们
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和决心。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崔珊妹

1亿元资金来支持！
我省再添“小211工程”院校，目前共10所

昨日，大河报记者从郑州航
院获悉，该校被列入国家中西部
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规划（二
期），很快将获得中央专项资金1
亿元。据了解，“中西部高校基础
能力建设工程”又被称为“小211
工程”，工程计划5年内投资100
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高校的基础
办学能力。

据悉，该“工程”从2012年开
始，由发改委、教育部组织实施重
点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省部

共建或省属重点大学，计划重点
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发展
建设。

入围该工程有啥好处？据郑
州航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将
获得中央专项资金1亿元，用来建
设教学实验楼和综合实验实训楼
两个工程。其中，教学实验楼建
筑规模 35000 平方米，欲投资
9591万元；综合实验实训楼建筑
规模42000平方米（含地下10100

平方米），欲投资13598万元。
“这是我校发展建设中的又

一次重大战略机遇，对于提升整
体办学条件、办学能力、办学水平
以及社会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该负责人说。

此前，我省河南大学、河南师
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科
技大学、新乡医学院等9所高校已
成功入围“小211工程”。

□记者 王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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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航学子获设计界的“奥斯卡”——IF设计“新秀奖”
近日，大河报记者从郑州航院获悉，全球设计界备受瞩目的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7设计大奖揭晓，该校学生田帆帆、宋杰、惠钰杰、李国清，在何景浩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
《BACK HOME》（《回家》），从全球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IF设计“新秀奖”。这是该校首次获
此殊荣，实现该赛事奖项零的突破。据了解，德国“IF奖”、“红点奖”以及美国的“IDEA奖”被公认
为设计界最权威的三大设计奖项，又被称为设计界的“奥斯卡”。本次大赛评选的评委会由58位国
际专家组成，全球1万余件作品中仅有100件可获此殊荣。 记者 王迎节

校企“牵手”
成立“泛IT”学院

当虚拟试衣间、云计算、大数
据等最前沿的互联网专业技术被
引入课堂，会给IT人才培养带来
啥样的改观？近日，郑州科技学院

“牵手”河南云和数据，创建河南首
个“泛IT”学院，通过“课堂+实践”
的校企合作新模式，为我省培养高
端IT人才。

所谓“泛IT”是在IT技术范畴
上扩充的泛领域，无限互联，属于
当下最新的互联网泛IT教育划分
范围。

根据协议，“泛IT学院”成立
后，双方将通过引企入校、合作培
养、课证融合、实验实训基地共建、
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技术革新与
研发等有效合作模式，把专业链与
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实现逐
步渗透，打造河南具有影响力的集
产、学、研一体化的高端IT人才培
养基地。 记者 王迎节

高中“导师制”育人新模式
近日，郑州外国语学校分

别召开了高一学生导师聘任
暨培训大会和导师与学生见
面会，导师制正式实施，全新
育人模式开启。

在导师聘任暨培训大会
上，学校德育处主任袁艳磊重
点围绕“什么是导师制、为啥
实施导师制、学校怎么实施导
师制”三个问题对学校选聘的

72名导师进行了培训。该校
校长王中立带头担任导师指
导学生，并且为首批导师颁发
了聘任证书。王中立表示，郑
外导师制是为满足学生个性
化发展和全面发展而开展的
一项新工作，以适应新高考发
展、大学招生改革和学生发展
指导。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李一凡 李慧敏

社团招新 各显其能
3月1日下午，郑州47中

教育集团思贤中学七、八年级
社团招新活动拉开帷幕。各
社团用不同的方式展示各自
的魅力，并精心制作了精美的
宣传海报，为招新各显其能。

据了解，该校新学期七、
八年级成立了商羽音乐剧社、
英语影视俱乐部、史于足下、
政在路上、音乐舞蹈、篮球、足

球、乒乓球、毽球、武术书法等
18个社团，极大地满足了学
生的各种兴趣爱好。

郑州思贤中学主管校长
陈星表示，社团活动作为学校
课程的一部分，是学校课程改
革的一个特色活动，也为学生
的兴趣爱好发展提供了广阔
舞台。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宋燕春

新学期学生收到“书香”大礼

教育短波

小学建22个“雷锋中队”

学习雷锋当“向阳花”

讲述好家风 传递正能量

缤纷手抄报 描绘雷锋精神

3 月 3 日，郑州市惠济区
老鸦陈中心小学举办了以“学
雷锋”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
孩子们的手抄报主题鲜明，有
的介绍雷锋生平、有的绘出雷

锋画像、有的宣传雷锋事迹
……全校36个班级的手抄报
各具特色，精彩纷呈，为校园
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王琼

快板+相声 多种形式讲“安全”

学校为家长发“聘书”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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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装饰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设计施工

●加固设计检测13253529116

法律与咨询

●快办各种88883129法律服务

●资深专解疑惑1393938393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SC食品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税务咨询房产资质60205655
●投资金融基金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13303711686
●注册公司代记账88886496
各类建筑资质专办88886498
●专业注册记账1893719610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资质专办】

市政◆装饰◆幕墙86099688
房建◆防水◆消防86099988
电力◆钢结构 63830333
工商●资质

热线 15517559996 63702222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三升二6333349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招聘

●美专聘校长招办主任咨询师

班主任招生代理13503861013

培训招生

●考药师护士医师证66565839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求职

●土建工程师1394905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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