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庆祝第34个教师节

走进“最美教师”李芳生前任教学校

携手爱心企业 大河报奏起“爱的交响”
（上接AⅠ·18版）

十年公益路，十年助学情。
大河报“爱的交响”之所以能铿锵
嘹亮、绵延悠长，皆因有着一路同
行的爱心伙伴们。每次只要大河
报举办公益助学活动，他们都毫
不犹豫、积极参与。

9月10日的捐赠现场，兴业
银行郑州分行副行长周翔动情地
说：“李芳老师以勇敢无畏的献身
精神锻铸了人民教师的不朽师
魂！今天，我们来到绿之风希望小
学，也是对李芳老师的崇高致敬
和深切缅怀！”她表示，实施捐资
助学，一直以来都是兴业银行履
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形式，“兴
业银行郑州分行自开业以来，坚
持寓义于利，主动承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从2009年9月大河报
举办的第一届‘爱的交响’助学活
动，我行始终坚持积极参与，并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今后，我
们将与大河报及优秀企业一道，积
极参与到支持河南省教育事业发
展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上来。”

郑州联大教育集团也是大河
报“爱的交响”助学活动的老朋
友。“感谢大河报十年来提供的宝
贵机会，让联大第十年牵手大河
报‘爱的交响’助学活动！”说起助
学支教，郑州联大教育集团党委
书记兼董事长、木子联大外国语
小学总校长甘宇祥真情流露，“我
也是信阳农村的孩子，我出生在
浉河区游河乡张湾村的淮河南
岸，我为信阳家乡的李芳老师伟
大的壮举感到无比自豪！我集团
党委号召全体联大教职员工秉承

‘投身于教育，奉献于民众’的办
学理念，精准扶贫，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十年来，郑州晨钟教育集团
也跟随大河报“爱的交响”助学活
动到访过很多学校，为学子们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成立18年
来，晨钟教育集团始终坚持践行
公益、回馈社会，先后多次在河南
省各地公益助学，以捐款捐物、发
放助学金等形式助力乡村教育事
业，累计投入近千万元！”郑州晨
钟教育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朱
玉峰介绍说，得知李芳老师的事
迹后，集团党委四次发文号召集
团上下学习李芳老师的师德师风
和责任担当，“这次来到绿之风希
望小学，是对集团公益之心的再次
诠释，也是因为感动于李芳老师的
英勇事迹和高尚师德，我们想要为
李芳老师深爱并为之付出生命的
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江苏至优教育CEO吴春来
博士也表示，两个多月前，李芳老
师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他和身边
的每一个人。“我们一直想要为绿
之风希望小学做点什么，非常荣
幸结识了大河报，此次我们带来
了价值5万元的平板电脑和至优
自习室的‘自适应’课程，我们会
持续为希望小学提供优质的课程
和师资培训，让农村的孩子能够
享受到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北大附属潢川实验幼儿园投
资人张俊表示：“多年来，我们一
直关注着大河报‘爱的交响’爱心
助学活动，深受感召！北大附属
潢川实验幼儿园秉承‘以德育人，
回报社会’的办学理念，自开园以
来，多次参与捐资助学活动。此
次来到李芳老师生前工作的学校
捐赠，希望传递正能量，让更多的
人关心教育、关注贫困学校！”

从王屋山到伏牛山，
从济源到南阳、从原阳到
信阳，10年，13次活动，大
河报“爱的交响”足迹遍
及全省，累计捐赠财物价
值240余万元。

2009年教师节前夕，
大河报带领爱心企业千
里奔赴大别山腹地信阳
商城支教，为商城县金刚
台乡中心小学、商城县高
中捐赠 30 余万码洋图书
及数万元学习用品。

2010年9月8日～9
日，大河报再次与爱心企
业一起走进济源王屋山
镇愚公希望小学，捐赠码
洋 37 万元图书和数万元
学习用品。

2011年7月，兴业银
行郑州分行党委发动该
行全体党员捐款支教，派
党员代表为信阳商城金
刚台乡中心小学捐助了5
万元的现金和一批教学
用具。

2011年底，支持帮扶
郑州百年农工子弟职业
学校，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等爱心企业累计捐赠现
金25万。此外，郑州联大
教育集团还与郑州百年职
校结帮学对子，免费派外
教到郑州百年职校长期上
课；“哈佛男孩”于智博委
托清华大学出版社捐赠其
著述的《走向哈佛》400余
册及200张图书光盘。

2012 年 9月 5日，大
河报联合郑州晨钟（陈
中）教育集团、兴业银行
郑州分行，向南阳卧龙区
叶寨小学捐赠 30 余万元
财物：15万元校园建设资
金、10 台电脑、3300 册图
书和 500 个书包、1500 本
作业本，以及笔袋、蚕丝
被、榨汁机等用品。

2013 年 1 月 17 日，
“爱的交响”之“关爱孩子
平安行”送温暖活动举
行，大河报与郑州阳光教
育集团等爱心企业一起，
走进新乡市卫辉市庞寨
乡东夹堤学校，为孩子们
送去图书、书包、文具、各
种体育用品等价值约6万
元的捐赠物品。

2013 年 9月 4日，大
河报联合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郑州联大教育集团
前往信阳市浉河区游河
乡张湾村，送去12万元现
金及笔记本电脑、组合音
响、电铃、书包、图书、字
帖等数万元物品。

2014年9月17日，大
河报与河南省实验中学、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等再
次奏起“爱的交响”，向确
山县竹沟镇关沟小学、西
李楼小学两所小学送去
了10万元校园建设现金、
20 台电脑及数万元的图
书、水杯、学习用品、体育
用品。

2015年12月9日，大
河报携手爱心企业回访
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叶
寨小学，向该校捐赠数十
台电脑、电视、DVD 及图
书、书包、体育用品、现金
等价值16万元的财物。

2016 年 9月 8日，大
河报联合爱心企业来到
原阳县韩董庄镇草坡中
心小学，为该校捐赠财物
约20万元。

2016 年 10月 26日，
大河报“爱的交响”举行

“国旗飘飘”特别助学活
动，携手河南省宋河老子
国学教育基金会、河南警
察学院、郑州联大教育集
团，为禹州市磨街乡青山
岭小学、黄沟小学捐建旗
杆，捐赠国旗、新华字典、
书包、围巾、手套、水彩
笔等物资，并为学生们举
行了一场朴素庄严的升
旗仪式。

2017年9月13日，大
河报携爱心企业来到南
阳市内乡县赤眉镇王庄
小学，捐赠校园建设资
金、笔记本电脑、学习用
品、生活用品等，总价值
15万元。

2018年9月10日，大
河报“爱的交响”助学活
动在信阳市浉河区董家
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举
行，为学校捐赠20余万元
资金与物资。

10年大河助学路，爱心企业一道温暖同行 心系乡村教育，大河报“爱的交响”绵延不绝

联大人不忘初心 做有温度的教育
联大已迈入第十九个年头，扎实勤恳做教育，培养了近50万名学子，赢得了家长口碑，获得了行业赞誉。联大始终认真贯彻国家教育

方针，尊重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努力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有精神、有能力的全人格人才，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从而促进
智力因素的充分发挥，进而让学生爱上学习，为走向成才奠定基础。

为了使课程内容更加符
合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要
求，联大不断优化课程体系
内容，从联大小洋人到出国
课程，注重“核心素养”，能力
和成绩双提升，英语教研中
心集中优秀的教学团队对原
有的英语课程体系进行全面
升级。历时18个月的全国考
察与学习，在联大200多名优
秀英语师资团队共同努力
下，攻坚克难，终于成功构建

“联大IU英语课程体系”。
英语学习未来将更加注

重综合运用能力和思辨能
力，着重语言理解、分析能

力，听力和口语比重大大提
高，读写结合。

爱拓少儿英语（5~10
岁），注重激发孩子爱英语、
学英语、用英语的兴趣。

优拓高阶英语（10~15
岁），课程内容与国家《课标》
对英语知识与技能的要求相
呼应，知识点的充分复现，有
助于提高英语学习应用能
力，为学生语言学习长远规
划提供参考，力求使学生成
长为一个知识厚重、文化多
元、视野开阔的人。

联大语文和英语一样精彩

语文是知识的桥梁，是
衡量人才知识与素质的标准

之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
础和获得知识的必需技能，
是我们观察了解世界的能
力。

联大好明天语文注重学
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强调学
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综合古
今中外课内外阅读，激发学
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三年级语文分写作和经
典阅读两类。写作以讲故事
的形式构思，教会学生选取
典型，按序描写，善用修辞手
法，多角度引导孩子学会描
写身边的事物。

四年级写作则更强调
人、事、物的综合写作。文学
拓展选择了中外儿童文学作
品，多方位指导孩子阅读经

典。
五六年级语文增加了诗

词赏析、文学经典名著赏析、
百科知识、历史典故等内容，
开阔学生视野，提升综合素
质能力。

联大人不忘初心

联大始终坚持教学质量
和教务管理双核心战略，为
实现更高的教学目标，深化
教学服务，落实七步教学法，
教师教务双管齐下，提升教
学质量和教学服务，只为让
学生提升成绩与能力，塑造
良好学习习惯。

全体联大人，不忘初心，
为人师表，师德垂范。

联大IU英语课程体系
顺势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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