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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16 名教师
入围 2017 届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2017 届“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入围教师名单公布，全国 300 名教师入围。其中，河南有 16 名乡村教师
入围该计划。接下来，将通过走访、电话访问方式核实入围教师情况，初评评委会评选将确定全国 180 名提名教师。
河南入围“马云乡村教师计划”的教师走访工作也将开展。

全国揭晓 300 名入围教师名单，河南有 16 人上榜

全国寻找 100 名
优秀一线乡村教师

自 2 月 15 日启动申报至 4 月 15
日两个月时间内，2017 届“马云乡村
教师计划”共有 4899 人注册申报，其
中 完 成 全 部 内 容 的 申 报 材 料 1734
份，
报名情况超过预期。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河南有 165
人注册申报“马云乡村教师奖”，其中
完成全部内容的申报材料 56 份。

河南入围教师名单

据统计，中国义务教育阶段有 9000
多万儿童在乡村学校就读，
带给这些孩子
知识、智慧和文明的是 300 多万乡村教
师，
他们是支撑乡村教育发展关键的力量。
为树立乡村教师阳光活力的榜样典
范，弘扬乡村教师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
2015 年 9 月 16 日，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式
发起“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暨 2015 届马云
乡村教师奖”。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举办一
届，每届寻找 100 位优秀的一线乡村教
师，给予持续三年总计每人 10 万元的资
助与专业发展机会。
2017年，
“马云乡村教师计划”
面向全
国开放申报。大河报作为河南省内与马云
公益基金会唯一合作媒体，
与主办方携手
在河南寻找优秀乡村教师。大河报一直关
注公益、关注民生，与马云公益基金会的
“牵手”
，
更是以期在为教师奉上现金资助
和专业发展机会的同时，
通过激励和支持
他们，
使乡村学校更具活力。也以此为契
机，
加深社会对乡村教师的理解，
激发社会
关注乡村教育，
带动更多的社会人士，
投身
乡村教育，
推动社会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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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小学
驻马店市泌阳县马谷田镇孙庄小学马庄教学点
濮阳市清丰县高堡乡英满城小学
新乡市辉县市拍石头乡中心小学
安阳市许家沟乡北庄小学
洛阳市洛宁县河底镇初级中学
安阳市林州市合涧镇北小庄学校
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中心小学
南阳市淅川县寺湾镇夏湾小学
平顶山市鲁山县下汤第六小学杨家庄教学点
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唐沟教学点
洛阳市偃师市邙岭镇牛庄小学
开封市兰考县谷营镇程庄小学
驻马店市汝南县王岗镇孔寨村熊湾教学点
新乡市卫辉市狮豹头乡拴马完全小学
商丘市虞城县刘集乡李河小学

“去哪儿，我们都推你！”
同窗四年，
郑大师生用温情撑起他轮椅上的大学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沈敏缘

核心提示┃6 月的郑大校园，绿荫葱葱。
“前边有坑，快绕过去！路
上有水，别溅在红振身上……”郑大软件与应用科技学院 2013 级学生
韩博文，边善意地提醒推轮椅的室友，边急忙伸出手想要自己来推。而
坐在轮椅上的男孩笑盈盈地望着他们，三人一路说笑。
坐在轮椅上的男孩叫刘红振，幼年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失去行走
能力。2013 年，他考入郑州大学软件与应用科技学院，4 年中，学校师
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常伴他左右，暖暖的同学情撑起了他轮椅上的大学。

回放 | 4 年温情，
让曾经的封闭少年蜕变
“上大学前我很紧张，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小学和初中时，我都处于
封闭状态，只和同桌偶有交流。”刘
红振说。同样，在 4 年前开学时的迎
新会上，
刘红振紧张得手心直出汗。
上课第一天，刘红振打开宿舍
门，愣住了。
“ 许多同学围着我，说想
送我上学。”他回忆道，他们这一送，
就是四年。
为了方便刘红振上课，学校把他
的寝室安排在一楼，网络工程专业的
男生自发轮流送他。4 年大学时光，
无论风多猛、雨多大，轮到的宿舍，全
都整整齐齐，一个不落地站到宿舍门
口等他，从学校西北角八号宿舍楼，
穿过排球场，走一公里路，送他去餐
厅吃饭，再去上课。四年里，在一次

次的感动之中，这个内向少年的心扉
也渐渐被打开。
刘红振因为身体限制，很多时候
只能在寝室学习。住在 3021 宿舍的
韩博文跟他关系不错，一有空就带他
出去走走。2014 年 12 月，郑州大学
新校区正在举办 ACM 的大学生程
序设计大赛，远在北校区的他们，坐
车跑 16 公里来到比赛现场。
“ 那天，
从楼梯上下来时，博文怕我摔出去，
把轮椅调了个方向，让我整个人都朝
向他，
才慢慢把我推下去。”
红振说。
“刘红振获得过两次国家励志奖
学金，一次学院的自强之星。他是一
个自立自强的人，我喜欢和这样的人
交朋友。”已经在北京找到工作的韩
博文在电话另一头认真地说。

感悟 | 关怀别人，是幸福的平方
刘红振说：
“ 大学让我有很大改
变，和老师同学接触多了，就愿意和
他们交流。我真的希望他们遇到问
题时能够想到我，
我能够出一份力。”
对此，软件与应用科技学院党委
书记申新生感慨：
“我听一个同学提到
‘被人关怀是一种幸福，
关怀别人是幸

经一个半月紧张的初筛工作，马
云公益基金会本着公平、公正、透明
的原则，初评评委会通过多元选择评
委参与、交叉打分、电话回访核实等
方式，从符合“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基
本条件的申报者中，最终选出 300 名
符合标准的入围乡村教师。其中，河
南有 16 名乡村教师上榜。

福的平方’，我想我们的同学深有体
会，
通过关心别人，
帮助别人来体现自
己的价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同时
这也是学院将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贯
穿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培养具有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
复合型人才的实践体现。
”

对入围乡村教师的
走访工作即将展开
记者了解到，2017 届“马云乡村教师
计划”
初筛结束后，
将依次迎来——
初评：2017 年 6～8 月，通过走访、电
话访问方式核实情况，初评评委会评选
确定提名教师 180 人；
终评：2017 年 10～11 月，邀请提名
教师参加现场终评，终评评委会评选确
定获奖教师 100 人；
颁奖：2018 年 1 月，公布 100 名获奖
教师并举办颁奖典礼。
河南乡村教师请注意，河南将从 16
位入围教师中筛选出 9 名教师进入提名，
这 9 名教师将代表河南乡村教师参加最
终评选。
“若有光芒，必有远方”，马云相信，
正是这些乡村教师影响着贫困地区的孩
子，而“这些孩子一定影响我们和我们孩
子的未来”。在此，感谢大家对“马云乡
村教师计划”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如有疑
问，可以发送邮件至：jmf@jackmafoundation.org.cn。

二本线读香港名校 两千万助美国留学

给孩子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
核心提示┃高考落幕，等待出成绩的日子，不少考生内心忐忑，一些考生想到香
港读大学，又担心分数不够，想出国留学又担心学费不足。现在，考生升名校、留学美
国的机会来啦！

A

高考过二本线，就读香港八大名校

2017 年，香港各大院校为响应国家教育
规划发展，增加对内地的招生力度。香港城
市大学专上学院招生官将于 7 月 1 日亲临郑
州举行招生说明会，并可现场报名，报名 7 月
15 日截止。
考生达到高考二本分数线，英语高考达
到 90 分即可申请。经笔试、面试合格后，即
可录取。课程学制为“香港两年副学位课
程+香港/国外两年本科课程=毕业院校本科
学历”，主推本科院校有：香港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
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
港岭南大学等名校。
副学位是由香港各所大学开设，师资和

B

本科学生共用，全部课程由同一个大学审
核。学习两年之后，凭副学位两年平均分和
雅思成绩，可申请升读本科大三。副学位升
学率近 80%，其他 20%的学生转读暨南大
学、UIC（联合国际学院）、华侨大学。升读本
科后与大学招收的本科生获得一样的学位
证和毕业证。
副学位的核心思想是认可学生的潜力，
不以高考分数决定学生的未来，低进高出，
给学生多一次名校升学的机会！给孩子争
取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

温馨提示
报名 7 月 15 日截止，
河南仅 50 个名额！

两千万人民币，助学美国本科留学

助学美国计划 SUS 是由美中文化艺术
交流协会策划并发起的一项特别针对华人
留美需求而设计的助力留学美国的学习计
划。本项目计划每年资助 50 名河南高中毕
业生到美国读本科，分春季和秋季两次入学
时间，每个学生本科四年总的助学金平均 40
万人民币左右，总资助金额约 2000 万人民
币。现在即可申请 2018 年 1 月入学，申请时
间 2017 年 9 月 29 日截止。
进入计划的学生将保证获得美国高校
全本科学段的助学金支持，获得受用终身的
特别奖学金证书，量身定做的学校和专业选

择，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可的正规大
学。

温馨提示
招生要求：高中毕业或达到毕业水平，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雅思或托福成
绩），有上进心，没有国内外刑事犯罪记录，
没有恶性签证拒签记录。
中美官方保障：全球使领馆备案、专函
助签、
高签证通过率。
美国留学离您不遥远！每年河南仅 50
位名额！

预约电话：18137106886 15001031166 0371-55637679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88 号金融国际中心 D 座 18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