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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100余名
大河报小记者应邀走进郑
州公交一公司华山路公交
场站，学习有关公交的相
关知识。

活动开始后，小记者
们在公交一公司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有序地来到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60路公
交车长曹瑞娟党代表工作
室进行参观。“哇，阿姨好
多奖章和荣誉证书啊！”在
工作室里，一枚枚奖牌、一
本本证书，让大河报小记
者们十分的震撼。

在参观中小记者了解

到，曹瑞娟党代表工作室里
还有四名成员，他们都是郑
州公交的劳模车长。

对于小记者们关心的
新能源汽车，工作人员介
绍了公交充电桩的工作原
理和纯电动公交车的独特
之处，随后在1路车长杨
灵犀的讲解下，小记者们
学习了如何安全逃生、认
识安全锤等知识。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
们表示，这次活动非常有
意义，要好好学习，长大后
争做像曹瑞娟一样优秀的
人。

10月27日，50余名
大河报小记者及其家长
相聚在中华家谱馆的门
外，等待大河报小记者社
会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开
始。

现场，中华家谱馆馆
长金涛向大家介绍了家
谱的由来。“家谱是一个
家族的发展史、成长史，
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史
的缩影。家谱又称族谱、
宗谱或谱牒，是以记载一
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世
系、变迁与发展为主要内
容的家族历史文献。”金
涛说。

活动中，大河报教育
事业部负责人向中华家
谱馆馆长移交“大河报小
记者社会实践基地”铜

牌，现场小记者响起了热
烈掌声。

到底什么是姓氏？
什么叫家谱？中华家谱
馆的杨老师给小记者们
讲解道：“姓氏一词，姓产
生在前，氏产生于后。姓
是一个家族的所有后代
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
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
记载一个家族世系繁衍
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

陪同一起学习的家
长深有感触，“这次活动
非常有意义，不但让小记
者学习了姓氏的相关知
识，还加深了孩子们对家
族观念的认识。我也增
长了不少见识”。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市中原区教育
体育局党组为确保主题教育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切合工作实际进行研究，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主题教育落
到实处。10月25日，中共中原区教育
体育局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推进会，在中原区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举行。

中原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吴晓昊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作为学校、幼儿
园主要负责人，要有担当意识、规矩意
识，才能使党的教育方针很好地在中
原区落实、使中原区区域教育现代化
更好地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吴晓昊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聚焦
主题教育的关键点，立足学生、老师、
家长、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对学校的
具体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使干事创
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落到了实
处，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有力推动了中
原区品质教育的深化实施。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高
慧恒

10月26日，第五届郑州地方高校
职业技能竞赛现代物流职业能力赛在
郑州财经学院启幕，23 支省内高校代
表队同场竞技。

郑州财经学院校长于向英表示，
郑州建设国际性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
运输枢纽及国际物流中心，一系列大
型现代化物流建设项目急需大批高素
质的应用型国际物流人才，跨境电商
及自由贸易的建设也需要大批应用型
物流人才，技能竞赛是培养和发现技
能人才的有效途径。

据介绍，此次大赛包括物流基础
知识测试、物流方案设计和方案实施
三个部分，以现代物流实际业务为背
景，将整个供应链链条上物流业务的
核心工作岗位流程以案例形式呈现。
参赛选手除了要完成理论测试，还须
通过收集案例企业数据分析并解决问
题，展示在现代物流作业中的组织管
理、专业团队协作、现场问题的分析与
处理、工作效率、质量与成本控制等方
面的职业素养。

当天，乡村物流研讨会同期举行，
省内物流行业专家聚焦乡村物流，共
话乡村物流业的发展，围绕乡村物流
业的发展及农产品物流现代化等热点
问题进行研究分享与探讨。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再添新朋友
中华家谱馆成为大河报小记者社会实践基地

精彩活动不断 每周都有新收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大河报小记者走进华山路公交场站
参观党代表工作室
体验新能源公交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王钊

10 月 27 日下午，
50余名大河报小记者
走进郑州市中原区锦绣
城社区，拼装乐高积木，
传播垃圾分类知识。此
次活动由大河报小记者
运营管理中心、郑州市
中原区华枫社工主办，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
道锦绣城社区党总支承
办，活动得到了共青团
郑州市中原区委、郑中
市中原区锦绣城社区瑞
阳养老服务中心、郑州
大学环保协会大力支
持。

活动开始后，郑州
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锦
绣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涂凡表示了对大河报小
记者的欢迎：“12 月 1
日，郑州市就要开始实
行垃圾分类政策了，希
望孩子们学好垃圾分类
知识，成为垃圾分类政
策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在乐高拼装环节，

小记者们按年龄分成了
七组，根据老师的指导
将手中的积木拼装成不
同的模样。只见有的孩
子拼装垃圾回收车，有
的孩子拼装垃圾分类
箱，还有的孩子拼装扫
帚（如图）……

活动后，每组选取
表现优秀的一名小记
者，现场颁发了“绿天
使”证书，勉励孩子们在
郑州市落实垃圾分类政
策的过程中，不但自身
积极落实，同时也能督
促身边人积极落实垃圾
分类理念。

陪同小记者们在现
场参加活动的家长们看
着孩子们专注的表情，
由衷地夸赞道：“这个活
动办得好，寓教于乐，在
游戏中增加了孩子学习
的积极性，对于垃圾分
类知识有了更深的理
解，才能在以后生活中
积极去实践。”

“绿天使”系列活动第三期
拼装乐高积木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白蕊 丁玲 文图

10 月 30 日，郑州市
管城区创新街小学联合大
河报小记者运营管理中心
开展的社会实践课程再
次“开课”，创新街学子组
队走进郑州东站，参观、学
习、体验高新技术的运用
和体现。

据了解，郑州东站是
亚洲第二大火车站，也是
我国高铁技术快速发展的
一个重要体现。

带着对高铁的好奇，
小记者们纷纷提出问题。讲
解老师一一解答：“高铁最高
可以行驶350km/h。”

“高铁不仅是机头可
以提供动力，后面的车厢
也可以提供动力，就比如
划龙舟一样，大家一起努
力，速度就要比普通火车
快很多。为了提高高铁的

运行速度，在火车外观、火
车轨道也都进行了改变，
大家看高铁的机头是不是
像子弹一样呢？这样的设
计，会降低空气阻力，提高
运行速度。”讲解老师说。

此次活动，大河报小
记者还体验了安检全过
程，走进了5G体验室，学
习高铁站云服务系统，孩
子们在讲解老师的带领
下，对郑州市东站、对高铁
的技术有了深度了解。

郑州市管城区创新街
小学德育主任李柯表示，
郑州市管城区创新街小学
联合大河报小记者运营管
理中心组织学生走进郑州
东站，希望激发培养青少
年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
感，帮助创新学子从小树
立远大理想。

创新街小学社会实践课程
走进郑州东站
体验高新技术
激发民族自豪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何洪帅 通讯员 程冠楠 杜娟

1

4

2

3

现代物流职业能力赛郑州开赛
23所大学赛场“亮剑”

开展主题教育
推动品质教育深化

教育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