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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大河报记者获悉，郑州
市教育局下发通知，郑州市2018
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体育与健
康学业水平考试将于 10 月 27
日～30日举行，郑州市具有普通
高中学籍的高三年级应届毕业生
均应参加。

据了解，考试项目设置以测
试耐力、力量、速度素质和运动能
力为重点。2018年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
试项目为：长跑（男子1000米、女

子 800 米）、引体向上（男）、仰卧
起坐（女）、篮球运球投篮。考试
成绩实行等级制，分为 A（90分以
上）、B（80～89.9 分）、C（60～79.9
分）、D(59.9分以下)四个等级。三
项总成绩加附加分除以3（四舍
五入，保留整数）为最终成绩。

在考试过程中，凡没有在一
个单元内（半天）参加全部三项考
试的考生，视为考试不及格。考
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可参加一
次补考，补考成绩仍达不到50分

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一经发现
替考，取消替考与被替考者考试
资格，考试按不及格处理，且不安
排补考。

因病（或残疾）不能参加体育
与健康考试的学生，由学校持医
疗单位证明和《免予执行体育与
健康学业水平考试申请表》，在报
名时统一办理申请免考手续，经
核准后方可免考（不再进行病免
检查）。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
生，考试成绩按C等级计算；因残

疾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考试成
绩按B等级计算。免考生的全部
材料要装入该学生档案。学校应
对因病申请免考的学生严格审核
把关，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学校，
全市通报批评。因特殊情况暂不
能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学生，
可申请缓试，缓试和补考一起进
行。

须提醒的是，普通高中体育
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是学生取
得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

之一。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记入学生档案。凡在河南省
普通高中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中注
册学籍的在校学生均应参加体育
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由外省市
转入的学生，应将其体育与健康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记录随学籍档
案一并转入，没有体育与健康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应参加郑州市
统一考试。

郑州高三体考不达标不发毕业证
□记者 谭萍

●全国奖项（从全国来稿
中择优评选）：

豪牛大奖（2名）：价值5188
元苹果iPad+漆线雕豪牛奖杯+
荣誉证书

智牛奖（4名）：价值3559元
小米平衡车+荣誉证书

潮牛奖（6名）：价值1099元
卡西欧运动手表+荣誉证书

●分赛区奖项（从分赛区
中择优评选）：

最佳组织奖1名（从组织学

生报名的学校中评选）：豪享来
2000元豪享卡+荣誉证书

优秀辅导老师1名（从组织
学生参与的老师中评选）：豪享
来1000元豪享卡+荣誉证书

特别奖5名（最牛创意奖、
最牛构思奖、最牛勇气奖、最牛
奇思奖、最牛妙想奖各1名）：价
值798元掌阅电子书阅读器+荣
誉证书

优秀奖100名：价值299元
耐克运动水壶+荣誉证书

（1）征文体裁不限（记叙、
散文、诗歌等），字数要求在
500～800字。

（2）有真情实感，思想健康
向上，语言流畅，独具创意。

（3）为核实稿件，并保证奖
品能准确送达，请在来稿中写
明作者的姓名、所在学校（班
级）、地址和联系电话。

（4）投稿文章请自留底稿，
恕不退稿。主办方有权对来稿

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删减，并保
留发表的权利。作品参赛的同
时，视为作者同意主办方拥有
无偿使用的权利。

征文作品可到豪享来官网
（www.haoxianglai.net）下 载 统
一表格。参赛稿件提交文件名
统一为：“豪享来少儿美食征文
大赛(××城市)+小学组/中学
组+姓名+文章题目”。统一发
送至邮箱：hxlmszw@126.com。

奖项奖品设置

美食征文大赛即将结束，别再错过！
豪享来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10月29日截止

核心提示┃由大河报、豪享来餐饮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我最喜爱的美食”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全国中小学生
的喜爱，踊跃投稿。因为有更多的学生希望参加比赛，本届大赛投稿时间延长，于10月29日正式截止。如果你也想参加，抓紧时间投稿
吧！

第八届少儿美食征文大
赛一启动就受到广大师生的
欢迎，纷纷投稿参赛。中华饮
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美
食，投稿邮箱中收到的文章也
是题材多样，精彩纷呈。

说到河南美食，第一个想
到的自然是烩面。在河南中
小学生心目中，烩面是他们的
最爱。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
校张超杰在《我爱家乡的烩
面》中这样描绘道：“烩面端上
来仔细一看，雪白如牛奶的

汤，不宽不窄、不厚不薄的面，
一片一片的羊肉，细滑的粉
条，金黄的油豆皮，黑里带棕
的木耳，淡黄的黄花菜，再配
上碧绿如翡翠的香菜，简直就
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真是既
饱了口福也饱了眼福。”色香
味俱全，让人直流口水。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锻炼
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能引导
学生了解家乡、认识世界，抒
发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感情，
很有意义。”指导学生文章的
张老师如是说。

本届大赛主题为“我最喜
爱的美食”，题目自拟。要求
征文为原创，未在正式刊物上
公开发表过。只要和美食相
关，都可以参与投稿，全国中
小学生均可参与。

不少学生反映，看到征文
消息后很想参加，无奈平时学
习紧张，希望能将投稿时间延
长。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机
会参加比赛，本届大赛投稿调

整为 10 月 29 日正式截止。
iPad、平衡车、运动手表……
丰厚大奖等着你，大赛即将结
束，抓紧投稿吧！

如果你是成人，想要写与
美食之间的故事也有机会。
关注豪享来微信，回复“征文”
参与微信互动，将你与豪享来
的美食故事传至豪享来微信，
就有机会获得双人牛排套餐。

具 体 活 动 细
则，请关注豪享来
微信、豪享来官网、
豪享来全国连锁门
店活动海报及美食
征文大赛 QQ 群：
182901060。

美食征文深受师生欢迎A

B 大赛10月29日截止

征文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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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中
小学生长本领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农科
路小学六年级社会实践活动在
金水区少儿活动中心开展，孩
子们共参与了“生命之水”“烹
饪课堂”“奇迹创意构建”“紧急
救护训练”4个课程。

“生命之水”里，孩子们充
分认识到水的重要性，树立节
约用水的意识；“烹饪课堂”上，
一枚枚造型各异的小饼干展示
出孩子们五彩缤纷的梦想；“奇
迹创意构建”内，每一位同学开
启发散思维能力，让积木块变
出神奇世界；“紧急救护训练”
中，孩子们更是学习了许多实
用、有效的救助知识。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沈菊花

“沙龙式”家长会
助力家校沟通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第三小学举办了第一期“教育·
家”联盟沙龙活动，活动主题为

“陪伴——送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沙龙式”的座谈让大家倍感
轻松，家长们敞开心扉，各抒己
见，自由交流对学校工作的期待
与建议。该校校长焦憬也在沙龙
上讲述了自己与儿子的成长故
事，深入浅出地告诉大家如何陪
伴孩子，以及培养孩子责任感的
重要性。

家长们表示，这种互动体验式
家长会，既让家长们收获许多教育
孩子的方法，又加强了家庭与学
校之间的双向沟通，“非常好”。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李芳芳

师德演讲比赛
传递正能量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艺术
小学在小演播厅举行了“立德
树人、成就最美”主题演讲比
赛。比赛以教师自己在工作中
的生动事例或感人事迹为内
容，围绕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展
开。

该校17名教师联系自己教
育教学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从
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立德树
人、成就最美”的理解。学校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向全
校教师传递了立德树人的正能
量，加强了师德师风建设和教
师队伍建设，让学生都能在教
师的爱心与关注下健康成长。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海霞

师生献爱心 播下爱的种子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龙门
实验学校二（1）班的师生和家
长一起到巩义市南岭新村慰问
贫困家庭，并和巩义市小关镇
龙门寄宿学校的学生进行互动
交流。他们走进贫困学生家
里，带去米面、学习文具和现

金，在小关镇龙门寄宿学校，两
所学校的学生互赠礼物，做游
戏，并留下了联系方式，成为了
好朋友。本次活动通过“参与、
体验、分享”，在学生心中播下
爱的种子，懂得了“坚强、感恩、
关爱”。

中原区举行高效课堂区域教研活动

10 月 19 日，在中原区汝河
新区小学举行中原区高效课堂
区域教研观摩研讨活动。区教
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晓昊，区
属各中小学校长、业务副校长、
教导主任及创客骨干教师 2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汝河新区小学五
年级教研组的老师们展示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集体教研，以《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一课为例，大
胆实践，把高效课堂的理念贯
穿了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吴晓
昊表示，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原
区课堂教学改革，大胆创新工
作机制，充分调动老师参与课
改的积极性，做出自己的特色
和品牌。

校园风采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张帆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谢敏 黄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