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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老师去北大做了一场报告
漯河高中校长王海东应邀在北京大学教育论坛做学术报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荣谦 文图

王海东做题为《
“三新”为纲、
“四立”
为本》的专题报告

本报讯 近日，首届“未
名语文教育论坛”，在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落下大幕。众多
国内教育教学专家、学术大
咖 齐 聚 未 名 湖 畔 ，为“ 新 高
考、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
的语文学科教学改革建言献
策。漯河高中校长、中原名
师、正高级语文教师王海东
应邀出席，并作为唯一一位
高中阶段一线教育工作者代
表，针对新形势下语文学科
教学改革做了专题报告。
据介绍，论坛由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高中教育大数据
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蒋

承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代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致欢迎
词，论坛在一片热烈的气氛
中拉开帷幕。
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
员、命题处原处长张伟明做
了题为《高考语文命题回顾
和展望》的专题报告；北京大
学中文系副主任宋亚云教授
做了题为《新课标视野下经
典阅读与语文核心素养的构
建》的学术讲座；蒋承教授做
了题为《高中语文能力层次
的大数据分析》的专题报告。
随后，漯河高中校长王

海东登上讲台，代表一线高
中语文教育工作者做了题为
《
“三新”为纲、
“ 四立”为本》
的专题报告。报告从“十年
课改究竟改了什么”入手，分
教研、教学、评价三个层次详
细分析了当前高中语文学科
教学的现状，并分享了一些
漯河高中的成功经验。面对
即将到来的“三新”，王海东
提出了“打破学科壁垒，建立
大语文观念”
“ 培养终身阅读
习惯”
“ 坚持写作训练”
“ 牢记
立德树人为本”四项应对策
略。多层次、有特点、接地气
的报告内容在会场内引起了
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据悉，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举办的首届“未名语文教
育论坛”是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首次涉足高中学科教学领
域，旨在“三新”背景下，围绕
如何有效推进高中语文课程
的系统变革，帮助高中学校
适应“三新”环境下的语文学
科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的改
革，探索基于新课标的高中
语文教与学，促进学生语文
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
提升，全面提升学生学业水
平，并进一步了解一流大学
优秀人才的选拔模式。

马来西亚国际时装周在吉隆坡举行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团队
获“最具潜力国际设计师奖”

省知识产权能力提升“十快”高校名单出炉

漯河医专
成唯一上榜专科院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卫永强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漯
河市教育局了解到，近日，河
南省知识产权局、河南省教育
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 2017
年度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
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十强十
快高校名单的通知》，漯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成功入围
2017 年度河南省高校知识产
权综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十
快”高校名单，系河南省入围
的唯一专科院校。
据介绍，
“十快”高校是综
合 2017 年比 2016 年的专利
申请量增长率、专利授权量增
长率、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
率、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和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因素，
排名前十的高校。本次评比
是在考核全省高校 2017 年度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
护、人才培养和特色工作的基

础上，以各高校 2017 年度国
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以
及有效发明专利的拥有量为
依据，经专家评审、网上公示
等环节评出。
“漯河医专高度重视知识
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
护工作，成立软件正版化领导
小组，将其提升为一把手工
程，作为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加强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要举
措。”漯河医专相关负责人说，
该校制定了《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关于印发软件正版化
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全校范
围内推广应用正版软件，增强
师生法律意识，提高尊重知
识、尊重创造、保护知识产权
的观念，维护网络安全，自觉
使用正版软件，营造诚信有序
的应用环境。

2 金 5 银 志愿者又从这项全国大赛上捧回奖牌

漯河连续三届居全省第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记者 姚程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易春林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一
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国际时
装 周 ，日 前 在吉隆坡隆重举
行，由该校服装专业闫书林
老师带领的太思米亚教学团
队研发、设计的时装产品，获
得了“最具潜力国际设计师
奖”。

据介绍，此次时 装 周 有
来自中国、英国、荷兰、瑞士、
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
等 30 多个国家的 150 多家企
业参加了盛会。此次时装作
品以“一带一路”为题材，民
心相同为理念，和谐共赢为
目标。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代表

中国校企合作院校参赛，
参赛
作品以“一带一路”多元文化
的融合为设计灵感，
把不同风
格的元素融为一体，
以强劲的
实力在众多竞争选手中脱颖
而出。据悉，
这也是该校闫书
林老师在荣获 2016“亚洲最
具影响力设计师奖”之后，再
次荣获国际大奖。

漯河与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签约
搭建起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桥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祝春红
本报讯 昨日，记者了解
到，漯河公共保税中心日前与
绥芬河综合保税区举行了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据悉，
此次签约，
将有效推动两园区
互动合作快速发展，同时搭建
起漯河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
桥梁和纽带。
据介绍，
漯河公共保税中
心是漯河市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集基础物流、保税仓储、
进出口贸易专业化服务及融
资配套服务的海关特殊监管
场所，承担着漯河、周口及周
边市县进出口企业的商品保
税业务。运行三年来累计入
库监管货值超过 1 亿人民币，
服务外向型经济的功能日益
显著。
而绥芬河综合保税区是

中俄边境上最大的外向型产
业集聚区，同时也是我国对
俄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之
一。双方此次协议的达成是
双方为服务所在区域外向型
经济的重要举措，更承担着
区域经济互通、服务国家开
放大局、面向世界展示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
的责任。

获奖留影

本报讯 12 月 6 日，记者
了解到，在日前落幕的第四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上，漯河市参赛的 7 个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全部获奖，荣获 2
金 5 银的好成绩，获奖数量及
获奖质量连续三届稳居全省
第一。
据介绍，本次大赛全国共
评出 100 个金奖，河南省共计
6 个，漯河获金奖数量占全省
金奖数量的三分之一。其中，
“乐动乡村——留守儿童的暖
心课堂”志愿服务项目、
“绿荫
追梦——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服务项目荣获金奖，
“ 手边的

风景——残障青年按摩培训”
志愿服务项目、
“ 回归之路你
我共筑”志愿服务项目、
“936
电波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爱
绘梦想——留守儿童的十二
堂心理课”志愿服务项目、
“关
爱矮小助力成长”志愿服务项
目荣获银奖。
本 次 大 赛 ，河 南 省 共 有
23 个项目入围全国决赛，其
中漯河市 7 个项目入围。为
在全国决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团市委协调组织专业人士对
入围项目进行专业辅导和强
化训练，使得上述项目在全国
大赛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