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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三早教育”全过程教学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王德胜

近年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贯彻实施以“三早教育”为宗
旨的全过程教学，取得了良好效
果。2013 年，该校临床学院全面
推行全过程教学改革，教学基地
由 3 处增加至 6 处，学生参与人
数 由 上 年 的 400 多 人 增 加 至
1000 多人。同时，培养模式在不
断发展中创新，并探索出“焦作
模式”、“省医模式”等经验，学生
培养初见成效，涌现了很多优秀
事迹和典型人物，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三早教育”的积极作用

早期接触社会，早期接触临
床，早期接触科研，被称为该校教
学上的“三早教育”。据该校毕业

生就业调查显示，“三早教育”对
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
对培养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工
作能力、爱心与责任心，掌握医学
知识和了解科研等方面起到积极
的作用。该校在教学全过程依托
教学医院的优势教学资源，课堂
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教学相结
合，以提高临床教学课程的教学
效果。学生通过早期接触临床，
了解临床中的实际病例，提高了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提高了理
论课的学习效率。

三全学院临床学院副院长
徐超认为，在全过程教学中，学
生开展对病人的问诊、视诊、听
诊、触诊以及简单的外科实践操
作，能充分了解临床工作流程和

特点，以最短、最有效的方法进
入更多科室学习，掌握医生基本
工作要求。在临床中接触病人、
医生，可以很好锻炼自己的沟通
能力，提前了解医生的工作环
境、工作状态，避免将来突然进
入临床之后出现一系列不适应
医院环境的现象。

边上课边临床效果好

在实习基地焦作市第二人
民医院，该校采取“上午病房、下
午课堂”的教学方式，即“焦作模
式”。学生上午到医院见习，下
午回到课堂学习。学生上午在
医院相关科室跟着带教老师查
房、写病例、上手术，由科室负责
人讲解该科室典型病例；下午回

到课堂后，医院临床经验丰富并
且教学水平较高的专家讲授理
论知识，充分做到了课本理论知
识和临床实际病例的有效结合。

“省医模式”是在原有“教学+
见习”临床见习模式的基础上进行
改革，成立专职机构，专人负责，加
强管理，使临床见习落到了实处。
第一周开展岗前培训，学生明晰见
习的目的、意义，了解见习应掌握
的内容；二至四周进入临床科室，
科室配备专职带教老师，学生跟着
带教老师查房、写病历、上手术，由
科室负责人讲解该科室典型病
例。同时医院每周三安排有疑难
病例讨论或医学前沿科研讲座，学
生近距离接触大师名家，可以使自
己在理论学习和临床见习中遇到

的疑难问题获得解答。
该校 2010 级学生张俊悦在

采访中说：“仅仅看课本，过一段
又忘记了，但到了医院，见了一
次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一边
上课，一边临床，带着问题体验，
带着疑惑翻书复习，所收获的，
可以用‘受益终生’四个字来概
括，现在学习更有兴趣，也更主
动了。”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实施
的三早全过程教学改革试验，推
动了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
高，为毕业生顺利步入工作岗位
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在就业
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新乡医学
院三全学院毕业生签约率均保
持了较高的水平。

河南理工大学举办大学生“创业先锋”论坛

日前，河南理工大学举办了以
“创业者说”为主题的大学生“创业先
锋”论坛，来自该校内外的创业教育
老师、企业家和 5 位大学生自主创业
者代表畅谈了自己艰辛的创业历程、
对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憧憬，为渴望创
业的同学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据介绍，河南理工大学“创业先

锋”论坛每年定期举办，论坛从创业
经验交流、创业政策宣讲、创业基金
筹集、创业企业参观、创业岗位见
习、模拟创业试验、创业孵化基地等
多方面为同学们提供帮助、引导和
服务。通过论坛，为大学生创业、就
业搭建起了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

（徐春浩）

商丘师院进入中国大学400强

近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对 700 所
本科大学进行了综合实力排名，这
是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连续
第 12 年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在
本次发布的报告中，商丘师范学院
2014 年的排名 376 名，进入中国大
学 400 强，并且在河南本科高校中

排名 12 位，该校由 2013 年的 399 名
跃升至今年的 376 名，跃升位次达
23 位之多。排名的跃升充分表明
该校教学科研水平显著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办学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社会影响力、美誉度明
显扩大。

（樊周鑫）

平顶山学院学生获首届大学生数码影像短片大赛二等奖

近日，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司批准指导，中国艺术教育促进
会、汇龙艺术人才基地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艺通杯”全国首届大学生
数码影像（DV）短片大赛颁奖仪式在
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平顶山学院袁
立雪同学获全国首届大学生数码影
像短片大赛二等奖。

平顶山学院 2010 级广播电视编
导 专 业 袁 立 雪 同 学 的 作 品《赶 年
集》，通过细节“记录赶年集上的民
生百态，重温小时候的浓郁年味，发
现喧嚣城市外的质朴风情”，得到了
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荣获本届比赛
纪录片、MV、广告片类二等奖。

（曹萍）

郑州升达管理经贸学院真情温暖学子

1 月 7 日，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
院董事长王淑芳、副院长张金安等一
行人代表创办人、院领导和全院师生
前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探望该
校身患白血病的宋亚苹同学，并将全
院师生的爱心捐款交付其家人。

据 悉 ，宋 亚 苹 是 该 校 信 工 系
2013 级物联网专业学生，近期被确
诊为急性白血病。该校信工系党政
领导听闻她的病情后，非常关心，积

极与其家长联系，并率先在全系师
生间开展了爱心募捐活动，短时间
内就收到捐款 2 万多元。院领导得
知宋亚苹的情况后，高度关心重视，
立即表态捐助 1 万元资助宋亚苹。
随后，院领导紧急召开针对宋亚苹
同学救助的专题会，大家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短短的两天时间，爱心捐
款已达到 9 万多元。

（王光汉 张娟）

漯河医专阳光之路基金温暖学子回家路

为化解学生返乡支出的实际困
难，1 月 7 日，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生资助中心开始发放贫困生回
家返校车费。据了解，2012 年初，漯
河医专拨付专项资金，成立“阳光之
路基金”，用于帮扶路途较远的贫困
学生寒、暑假期回家来往车费，确保
每一名贫困生都能按时、顺利回家返

校。为使这项活动长期有效开展，该
校从建章立制入手，使申报、审核、批
复等程序公开、阳光操作，让资金用
到真正急需帮扶的学生。两年来，该
校先后发放贫困生寒、暑假期回家返
校车费 4 次，累计发放金额 7.5 万元，
惠及学生 600 多人，受到贫困学生家
庭的欢迎和好评。 （张文鹏）

河南机电高专连续15年荣获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日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再次被命名为 2013 年省级卫生先进
单位。至此，该校已连续第 15 年被
命名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据了
解，长期以来，河南机电高专高度重
视爱国卫生工作，把创建卫生先进
单位与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
化建设紧密结合，统筹规划，以创建
卫生先进单位为依托，以创建整洁、

优美、文明、卫生的工作环境和服务
环境为目标，把校园绿化美化和爱
国卫生运动作为塑造河南机电高等
专科学校外部形象、提高师生文明
素质、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工作，并
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完善、规范各
项管理规章制度，使校园环境建设
和卫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郭志立）

信阳师院举办首届“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近日，信阳师院举办师院首届
“中国汉字听写大赛”总决赛，带领
广大师生感受汉字书写美感，重温
儿时汉字书写美好回忆。据了解，
此次比赛中生僻字出错频率并不

高，真正导致选手出现失误反而是
一些常见字。另外，汉字书写不规
范、字形不规整也是导致选手被淘
汰的一大原因。

（高笑蕊）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专场招聘会

近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专场
招聘会。据了解，郑州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自 2009 年起，与郑州市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双方曾共建郑州市城市轨道交
通人才培养基地、郑州轨道交通学

院，并在教师和技术人员互兼互聘、
订单班培养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合
作。截至目前，郑州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已连续三年到郑州铁院招
聘，其中招聘 2012 届毕业生 198 人，
2013 届毕业生 86 人。

（李树华）

周口师范学院获批为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近日，从河南省科技厅获悉，周
口师范学院以稀土功能材料及应用
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申报的河南省稀
土功能材料创新型科技团队成功获
批为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稀土功能材料创新型科技团队
成功获批为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
队，是周口师院近年来重视科研平

台建设、汇聚人才队伍的结果，标志
着周口师院在科研团队建设方面取
得的新成绩。这也是继 2012 年度河
南省植物遗传与分子育种创新团队
成为省级创新型科技团队之后周口
师院获批的第二个省级创新型科技
团队。

（张建华 苏光鸿 毕芳正）

邓州市中小学校寒假要念两个“紧箍咒”

寒假前夕，邓州市教体局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各学校要切实念好

“师生安全教育”和“学习生活教育”
两个“紧箍咒”。一是放假前，要对
师生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专题教
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要加强交通、用电、外出活动、防煤
气中毒、燃放烟花爆竹、饮食卫生等
方面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二是
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减轻中

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有关规定和
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
题的通知精神。该市教体局规定，
假期期间，所有中小学均不准举办
补课形式的学习班、补习班、特长班
或提前上课班等；所有学校不得为
学生集体补课等提供场所或设施，
所有教师不准参与集体补课和有偿
家教辅导等活动。

（史海龙）

▶经过 2 个月的摸索，黄淮学院大
学生创新创业园易团队的同学们近日
DIY 了一台 3D 打印机。该款 3D 打印机
以 ABS 塑料条为原料，可根据电脑制作
的 3D 模型打印出各种常见的日用品，甚
至能打印出来另一台 3D 打印机的零配
件。目前该款打印机已经获得了黄淮学
院大学生创新创意大赛特等奖。图为易
团队的同学正在打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十二生肖。 （张楠楠）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谈话时，大伯说，昨天他的一个朋友来了，说到他的两

个儿子。大儿子是在严格的管教下长大的，成为一个合格
的公务员，一切平平。二儿子是在表扬鼓励中长大的，按
朋友的话说是只要不犯法的事，孩子有兴趣就鼓励他去
做。结果二儿子多才多艺，除了本专业以外还拿到了好多
专业学校的证书，是校园里小有名气的活跃分子，未到毕
业就有好几个单位签约招聘。朋友的结论是：好孩子是夸
出来的。

是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尤其我们做老师的，更是
深有体会。在以前，严格管教，是能“严师出高徒”，但培养
的孩子也往往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现在的孩子很难管，
就连说服教育还得注意方式，稍不注意就会如一头小野马
发起飚来。刚接 62 班时，就听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刺头
刘刚。上课不学习，想着法的捣乱，甚至搅得有些老师课
都上不成。老师们都抱怨：耐心地说服教育，无济于事；吵
他训他不服气，惹急了产生逆反心理，捣乱得更猛。在我
课上，我努力去发现这个孩子的优点。“好，今天我要表扬
我们班的刘刚同学。坐得比以前端正了，听课也比以前认
真了。”刚刚还坐得没正形的刘刚马上双手下垂，坐正，瞪
大眼睛看黑板。“刘刚同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助
人为乐，团结同学。主动帮我们班王烁同学打热水。我们
应该向他学习。”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其实是刘刚借王
烁同学的热水壶打水自己喝的。尽管这样，刘刚同学还真
的变了。他好几次都主动帮助同学打热水，而且对班集体
也越来越关心了。“刘刚，不错啊，好样的。”我逮着机会，就
冲他伸出大拇指表扬他，他也会给我个“OK”的手挚，调皮
地笑一下。现在刘刚跟变了个人似的。老师们都说这孩
子跟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上课不再闹了，能正儿巴经地
坐那儿听会儿课了，而且课下见了老师也有礼貌地打招呼
了。

家长会上，来自北京的教育专家说，要学会夸孩子，鼓
励孩子，让孩子放开手脚去做自己能做的或者是经过自己
努力之后能做的事情。

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放学一进家门，就手舞足蹈，一
蹦三尺高地对我说：“妈，老师又表扬我了。”说着，把表扬
卡递到我手里，上面写着：崔锦同学，老师表扬你，是因为
你上课听课认真！我很欣赏孩子学校的这种做法。孩子
到现在已经得了厚厚一大摞的表扬卡了。每得到一张，孩
子都会对我说，妈，我会继续努力的！一张小小的表扬卡
给孩子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更多的是鼓励和鞭策！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我们要学会拇指教育。我们要
时不时地对孩子伸出大拇指，让孩子感到被夸奖、被尊重、
被欣赏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从而让孩子更自发地去做
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在幼儿园上班的同学对我说，她每天需要做的手势，
就是伸大拇指。“你真棒！”“你做得真好！”当小朋友看到自
己被大拇指表扬了，就会兴奋半天，然后力争做得更好。

是的，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给
天真、纯洁、善良的孩子们加油，呐喊，助威吧，让祖国的花朵
孕育出更芳香浓郁、璀璨耀眼的鲜花吧！ （张素燕）

居里夫人是位杰出的科学
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还担任
了 25 个国家的 104 个荣誉职
位，同时她也是一位伟大的母
亲，杰出的家教专家。大女儿
伊蕾娜·居里于 1939 年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小女儿艾芙·居里
成为音乐教育家和传记作家。
居里夫人是怎样培养两个女儿
的呢？

亲近自然 发展智体

她在孩子幼时就带孩子去
大自然中看蓝天、白云、绿草、
鲜花，带她们玩水嬉戏，让她们
去看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让孩
子对大自然中的花鸟虫鱼日月
星辰等自然现象有了具体直观
的感受，她还乘机向孩子讲一

些动植物趣事，如种子是怎样
长成的，小老鼠怎样打洞，然后
还鼓励她们亲手植树、养花、种
菜，孩子的求知欲进一步增强，
激发孩子的兴趣，孩子动手又
动脑，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锻
炼了体力，发展了智力。在孩
子心中埋下求知的种子，教育
孩子从实物开始，由实践知识
逐渐过渡到理论知识，孩子易
于接受。孩子长大后，她还要
陪孩子骑自行车、旅游，暑假还
带孩子去河里游泳，有时还和
孩子一起骑马去山里，在山民
家过夜。这些做法锻炼了孩子
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还
给孩子带来生活的快乐，欣赏
自然界的美景，陶冶孩子的情
操。

轻名淡利 俭以养志

居里夫妇放弃制镭专利，
不想传给子女大笔遗产，自己
的奖章给孩子当玩具，让孩子
从小就知道荣誉只能当玩具，
如果躺在上面睡大觉将会一无
所成。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捐
给了战时的法国，一次美国妇
女组织捐给她一克镭，在“赠送
证明书”上写着“赠给居里夫
人”，她强烈地要求对方修改证
明书，不想让它成为私人财产，
不想让它成为留给女儿们的遗
产。

居里夫人淡泊名利，不想
让女儿们为名利所累，让她们
抛开名利在事业上轻装上阵，
快速发展，这与我国古训“淡泊

明志，宁静致远”是相通的。她
经常教育女儿：“贫困固然不方
便，但过富也不一定是好事。
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
活。”

孩子们没有像其他名人的
子女为遗产争论不休，甚至大
打出手，两个女儿不仅相处和
睦，而且都为人类的进步做出
卓越的贡献。

发掘天赋 因材施教

居里夫人尽管科研工作繁
忙，但她丝毫不放松对孩子的
教育。她长期跟踪孩子的成
长，在女儿们少时她用两本笔
记分别记录两个女儿的生理、
心理、智力发展情况，而且从不
间断。她已初步明确两个女儿

的天赋所在。当她们上中学
时，她在孩子们放学后加开一
节“特殊教育课”，聘请的都是
一流的专家学者，自己也参与
授课，开设的课程丰富，有数、
理、化，也有文学、历史、雕塑、
绘画，这些知识全面提高了孩
子的素质，拓宽了孩子视野，也
让孩子的专长得到显露的机
会。在两年的“特殊教育课”
里，她经过反复观察，确信大女
儿的天赋领域在科学，小女儿
的天赋在文艺。对待孩子的爱
好，她是理智的、认真的，不是
草率决定。发掘女儿们不同的
天赋之后，根据他们的个性因
材施教，使她们很快在各自的
领域脱颖而出。

（琚金民）

教子有方

居 里 夫 人 教 女 的 秘 诀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
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河南
科技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参与的项目

“高钒高耐磨合金及复合技术的工程化应
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南科技
大学魏世忠教授作为项目主持人参加颁
奖大会并领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
不仅使学校在国家级科技奖励方面实现
突破，也标志着学校的科研水平迈上了新
台阶。 （扈孟德 吴元坤）

春节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本是
一个十分欢乐的假期，但许多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不顾孩
子们的意愿如何，纷纷把他们送进
了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假期补课，
真的能让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在短
暂的时间内有“质”的提升吗？

学生：补课是父母的意愿
根据一个关于寒假补课的调

查显示：71.9%的学生假期参加了
补课，而自愿参加补课的不到一
半、只有 44.4%，仅有 19.8%的学生
认为补课能提高成绩。

调查发现，中小学生利用假期
补课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面临
升学的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的
学生更是把假期补课当成了一种

“习惯”，不仅仅是在寒暑假期间，
就是平时的周末和节假日，补课也
已成为他们的必备科目。

家长：补课是为上好大学
一位家长认为，现在的家庭绝

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孩子的自制力

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弱，而且升学
竞争十分激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
小学毕业成绩，自己的孩子就不可
能进入好的中学，将来也不可能考
上好的名牌大学。“为了不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就算花再多的钱参加
补习班，能让孩子的成绩稳居前列，
我认为都是值得的。”一位把孩子送
到补习班的家长说。

教育行政部门近年来也一再
强调各中小学校不得利用假期对
学生进行补课，但是学校“禁补”
了，家长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培
训机构，其中，不乏家长盲目跟风，
他们认为，“别的孩子都补课了，如
果自己的孩子不参加补课，觉得对
不起孩子”。此种现象造成了每逢
寒暑假，各种培训机构门庭若市，
尤其是打着“名师”旗号的补习班
更是人满为患。

教师：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
一中学初三年级组长杨老师

认为，中小学生的补课不能盲目跟

风，要视孩子的实际情况和学习兴
趣而定，否则将适得其反。但是，
再多的补课也没有从小培养孩子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提高自主学习
的能力重要。

杨老师说，许多学生成绩差不
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缺乏良好
的学习品质和习惯。目前，许多社
会培训机构良莠不齐，补课更多的
是采取题海战术或强化训练等“硬
灌”方式，并不见得适宜每一个孩
子。家长们与其执着于效果一般
的补课，不如在假期中多“补心”，
引导和培养孩子树立信心、锻炼恒
心、学会静心、练习细心，从小养成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好的习惯不
仅能让孩子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更能成为孩子终身学习的动力。如
果家长们不顾孩子的意愿，硬要把
孩子送到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只会
挫伤孩子主动学习的情绪，导致孩
子厌学，最终家长们花费了大量的
金钱，但收获甚微。 （孙继兰）

寒假补课不如补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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