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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擦亮眼睛，莫轻信网上虚假信息 郑州市中招办辟谣——

今年郑州小升初政策尚未出台
“2017郑州市小升初报名时

间公布！”“2017郑州市小升初政
策出炉！”又到招生季，类似的信
息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甚广。郑
州市中招办发布紧急提醒：2017
郑州市小升初政策尚未出台，请
家长擦亮眼睛，莫轻信网上虚假
信息。

近日，不少家长的朋友圈中
出现一则“2017郑州市小升初报

名时间公布”的帖子，发布该信息
的微信账号主体为“郑州市小升
初”。在这则帖子中，不仅明确标
出2017郑州市小升初报名的时间
及报名所需相关资料，还详细列
出报名流程、领取通知书的大致
时间。许多家长信以为真，纷纷
转发。

对此，郑州市中招办提醒广
大家长和学生：2017郑州市小升

初政策目前尚未出台，郑州市中
招办也从未申请过账号主体为

“郑州市小升初”的微信公众号；小
升初相关政策出炉后，郑州市中招
办将及时通过主流媒体、公众媒体
对外发布，而非通过个人或机构的
自媒体账号对外发布，请大家耐心
等待，通过正规渠道关注相关政策
和信息，莫轻信网上谣言，耽误孩
子正常的报名时间。

□记者 谭萍

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返校“传经”
5月 5日，由河南省教

育厅主办的“创新创业 成
就梦想——河南省首届大
学生创新创业标兵巡回报
告活动”在河南工程学院隆
重举行。省内17所高校的
500余名大学生代表聆听了
报告，报告会在网络同步直
播。

报告会上，河南省首届
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李威、
王灵光等，分别讲述了他们
在各自领域勇于打拼、艰苦
奋斗的创业历程，分享了在
创业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

宝贵经验，赢得了在座师生
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2016年10月，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面
向全省高校开展了首届大
学生创新创业标兵评选活
动，评选出10名大学生创新
创业标兵，并在2017年3月
召开的全省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对
十大标兵进行了表彰，同
时，近期将先后在我省高校
举办10场巡回报告活动。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何平

政校深度融合，助力大学生“双创”
学校与政府深度融合，

共同创建创新创业学院，有
没有很新鲜？近日，郑州科
技学院与郑州市人社局创
业指导中心携手合作，共同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便
捷服务。

签约合作当天，该校大
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站、
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站、大
学生创业培训工作站正式
成立。校政双方将以此为
契机共建创新创业学院，共
推创新创业综合孵化载体
建设，共同组织开展创业培
训，促进培养具有良好职业
素质和高技能的复合应用

型人才，实现高校与地方政
府的深度融合，

“此次签约，标志着校
政双方深度融合有了实质
性进展。今后，郑州科技学
院将与郑州市人社局创业
指导中心一起，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根本目
标，以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
创业实践为支撑，建立健全
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实
践与创业孵化链条式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郑州科技
学院副董事长秦小刚说。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岳朝杰

英文儿童剧登陆河南

原汁原味“歪果仁”演的儿童剧到底啥样？上周末，来自
西班牙的《猫飞狗跳》，让郑州的孩子们零距离领略了一回。
别出心裁的童话剧，一会儿是猫狗大作战，一会儿是鳄鱼和
小鸟做朋友……尽管是原声英文，但孩子们根据演员夸张的
表演和好玩易懂的剧情，理解起来毫不费力。 记者 平伟

国防教育，小学生上特殊毕业课程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组织六年级400余
名毕业生前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活动。讲解教官为学生们
详细介绍了基地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意义，还为孩子们讲解了
基地装备展示区陈列的坦克、高炮等武器装备实物和飞机、
导弹、潜艇等装备模型。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任琳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进党员教师廉洁教育工作，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的党员活动日
上，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观看热映反腐剧《人民的名义》
并撰写心得体会。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任继梅

阳光大课间 让娃娃健康成长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阳光体育节大课间检查组前往黄河
路第一小学，对该校大课间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对黄
河路一小“一校一品”大课间工作的开展给予了高度肯定和
赞赏，鼓励体育老师们勇于创新，增强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据了解，大课间活动不仅是对紧张学习的一种调节，同
时还能让学生在操场上、在阳光下陶冶身心，有利于学生的
健康成长。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付瑜

千名师生 运动竞技
5月5日，郑州经开区2017年中小学生春季田径运动会

开幕，当天该区部分学校进行了体育活动课精品项目展示，
花样繁多，精彩无限。此次运动会为期两天，设有长跑、短
跑、跳高、跳远等12个竞技项目，35支参赛队伍的千余名师生
将齐聚运动场，享受体育的快乐。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郑然

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
夏季防溺水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点。5月4日，郑州市

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邀请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为
学生上了一堂“水上安全”知识讲座。一个个案例、一组组数
据，让学生懂得珍爱生命的意义。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张帆

制作手抄报 重温经典作品
近日，郑州高新区外国语中学开展了“阅读经典，回归初

心”手抄报评比活动。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学生们广泛搜集
读书资料，精心设计手抄报版面，创作出了一幅幅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读书手抄报。随后，老师们在众多作品中优中选
优，挑选出诸多精彩作品。 记者 牛洁

学校邀请家长“提意见”

5月4日下午，郑州市惠济区铁炉寨小学召开了全体学
生家长座谈会。首先，校领导以及班主任介绍了学校以及孩
子的情况。随后，邀请家长留下对学校教育的宝贵意见，共
收回调查问卷150多份。校领导表示，会带领广大教师共同
学习、改进。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王海涛

英语小达人秀风采

5月4日，郑州高新区外国语小学举办了首届英语演讲大
赛，共34名英语小达人参加了本次大赛。两个小时的角逐，选
手们在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我，他们或激情昂扬，或幽默风趣，
将活动一次次推向高潮。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毛琳琳

软式棒垒球，登上郑州学生体育课
5月4日上午，郑州市郑东新区第六届中小学生软式棒

垒球锦标赛暨软式棒垒球技能比赛在郑州市第八十八中学
运动场举行，来自郑东新区28所实验学校的42支队伍、700
余名运动员参赛。

据了解，软式棒垒球项目已经走进郑东新区28所实验学
校的近4万名学生体育课堂和课余生活，呈现出从幼儿园到
高中，从城市到农村，从软式到硬式，由本土化走向国际化的
多维发展态势。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王青萍

千人升旗，共温入团誓词……
迎“五四”，高校学子展风采

迎着“五四”青年节的
朝阳，上千人在鲜艳的五星
红旗下，宣读入团誓词……
这样的场面，是不是很宏
大？近日，在“五四”运动98
周年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建团95周年到来之际，郑
州大学软件与应用科技学
院用这样的方式，展示了青
年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

上午7点，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学院1300余名师
生整齐列队，在庄严的义勇
军进行曲声中，注目学院国
旗护卫队护旗、升旗，并共
同宣读入团誓词。铮铮誓
言响彻校园，不仅彰显着学
院学子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的决心，也展示了该院
青年学子的良好风貌。

之所以在“五四”青年

节当天举行这样的活动，该
学院党委书记申新生表示，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
备军，是开展党的青年群众
工作的重要力量。“学院始
终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
教育贯穿于学生工作的全
过程，以‘五四’青年节为契
机，着力打造‘红色五月’，
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软件与应用科技学院
国旗护卫队，是学校国旗护
卫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次千人升旗仪式，对
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国
防、国家意识，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郑大人民武
装部部长刘敏也评价说。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夏晓东

大学生回母校
分享援藏生活

5月4日，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2016届毕业生、援藏公务员
卢增亮回母校为学弟学妹们分
享近十个月来的援藏生活。

作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通
过专招援藏的首位毕业生，卢
增亮坦言说，最初得知新疆和
西藏在河南省招录援疆、援藏
公务员时，他的内心也曾挣
扎。“虽然我说不上来当时我究
竟想要什么，但现在看来，无非
就是想让青春更有价值和意
义，而援藏也就因此成为了我
从未后悔过的决定。”

据了解，2016年，卢增亮考
入林芝市米林县丹娘乡，在乡
纪委、政务办、“创文”办等工作
岗位上，他身兼多职；在这次援
藏计划中，他和当地政府签订
了五年的人才引进计划，当有
人问他会不会觉得五年时间很
长的时候。卢增亮笑着说：“在
我看来，这个期限其实不能表
达什么，既然决定了来这里工
作，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这一
年的工作中，我无比地感恩这
里，林芝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
还教会了我很多道理，所以假
如有机会，我想和这里再签订
个合同，期限就签上永远。”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贾
永标

秀出青春！郑大“校
园十佳歌手”新出炉

为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
生活、活跃校园人文氛围，充分
展示大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风
貌，进而培养大学生热爱生活、
追求崇高理想。近日，由共青
团郑州大学委员会、郑州大学
学生会联合主办、河南莱思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壹圈
圈承办的郑州大学第十七届校
园歌手大赛在美丽的郑大北操
场激情上演。

据了解，本次校园歌手大
赛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上千名同
学报名参赛，经过近1个月的层
层选拔，这群心怀音乐梦的青
春少年，经过激烈的同台竞技，
最终诞生了本届的十佳歌手。

记者 王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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