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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于今年 7月出台了
《郑州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试
行）》。按照《条例》，该校从教师、
管理干部中挑选了 351名思想素
质好、政治立场坚定、业务水平高、
奉献精神强、热爱学生工作的同
志，担任全校 36个院系 2014级本
科生的班主任。其中，中共党员超
过 7成，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近 3
成，班主任涵盖了 60后、70后、80
后，满足了学生生活、学习等多方
面的需求。几个月来，该校扎实推
进班主任制度建设，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班主任的工作：
生活、学习两头“齐抓”

该校学生处的负责人介绍，班

主任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每学期
应至少召开1次课程学习、辅导交
流会，深入课堂听课；每门课每学
期至少听2次课，并根据院（系）的
安排，参加监考工作，抓好考场纪
律；每周至少召开 1次班会，每周
至少走访1次宿舍，与所带班级的
学生每学期至少进行 1-2次谈心
谈话；了解和掌握所带班级学生基
本情况、思想状况，每周应向院
（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汇报所
带班级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配
合、协助年级辅导员做好其他有关
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和日常行
为管理等工作，及时反馈所带班级
的学生情况。

此外，学校还制定了相应的考
核、奖惩制度：各院系为班主任工

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物质保
障，设立班主任工作津贴；学校设

“优秀班主任”奖。
与年级辅导员相比，班主任面

对的学生人数相对更少，因此能从
学习、生活两方面更细致地关怀他
们。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魏老师认为，把学生当成朋友，
在抓好班风、学风的同时帮助大
家解决心理困惑是一位班主任
的基本工作。除了“学习指导”，
他还担任着 2014 级新闻 3 班的

“生活向导”，如何处理生活与学
习的关系，如何选择社团组织，
如何更快、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等都是他经常向同学们解答的
问题。

“班主任制度”的成效：
学生称“有班主任在，什么都不怕”

“小平科技创新团队”带队老
师、郑州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副主任
郜超军，是该校物理工程学院2014
级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一班的
班主任。这个班级一共有27人，其
中女生7人。刚开学时，有些女生有
顾虑：害怕自己学不好这个专业。
郜老师耐心给她们介绍了该院已经
毕业的一些优秀女生的事迹，鼓励
她们“要相信自己并脚踏实地”。

开学两个月来，郜老师已经召
开了5次班会、1次班级运动会，周
末还会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走访
学生宿舍，跟学生们聊天、谈心，给
他们介绍一些生活小窍门。得知

同学们更喜欢在网上与老师说“悄
悄话”后，郜老师的QQ现在天天
在线，而在这之前他基本不上
QQ。学生都说，郜老师就是她们
在郑大的亲人，也是她们的良师和
益友，有他在，什么都不怕。

郑州大学通过以上工作的有效
开展，扎实稳步推进班主任制度建
设，使班主任工作迈入了正常、有序
的轨道。该校在新生入学报到时将
班主任的姓名、联系方式公布给新
生，要求新生班主任在新生报到期
间进行一次宿舍走访，实现新生班
主任较早与新生班级对接。新生入
学之后，班主任参与了军训、专业入
学教育、迎新晚会、晨读晚自习督
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班级委
员会选任及奖助学金评审等工作。

近日，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青
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少数民族特色
乐器独奏及传统器乐合奏复赛决赛”在内蒙
古师范大学落下帷幕。南阳师范学院音乐

学院冯建志教授与吴金宝教授指导，刘阳、
郝方、张杰等师生参赛的河南板头曲《高山
流水》、《山坡羊》与《陈杏元和番》获得传统器
乐合奏决赛第一名的成绩。 （郭海玉）

◀11月2日晚，河南科技大学举
办了以“我成长，我快乐”为主题的
首届校园心理作品朗诵比赛。作品
件件饱含真情，充满青春的气息，展
现出了学生们在校园中成长的困惑
和快乐，更多地展示出了当代大学
生积极澎湃、充满理想的情怀。

(骆保恒)

周口，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
太昊之墟、三皇故都、老子故里、陈
楚旧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我国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老子诞生在这里，著书讲学，开创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道
家学派；孔子来这里向老子求学问
礼，儒道两家交流汇聚，形成了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支主流。周
口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周口师范学
院建设发展的源头活水。

周口师范学院校训是“尊道
贵德、博学善建”。它包含了道德
和学问两大层面，既体现了学校
的发展历史和师生的精神追求，
又富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尊
道贵德”语出《老子》“道生之，德
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
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事物生
长的根本和遵循的规律；德是道
的体现，是高尚的操守和行为规
范；道生成万事万物，德养育万事
万物。“博学”语出《中庸》“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意为广泛地学习。“善建”语
出《道德经》“善建者不拔”，意为
善于创建伟业的志士，其意志坚
韧不拔，并能够靠其实现自身的
理想。“尊道贵德、博学善建”要求
学校按大学发展的规律办学，按
人才培养的规律教学，按科学管
理的规律治校；师生既要注重立
德修身，崇尚“师道”、“师德”，又
要视野开阔、意志坚定，刻苦求
学，努力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优秀人才。

2013年6月，学校顺利通过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后，认
真审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
河南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了“质量
立校、人才强校、科研兴校、特色铸
校、科学治校”，以转型发展为主
线，以内涵建设为中心，以内部改

革为动力，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努
力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
型人才的需求，加快学校建设发展
步伐，在巩固提升文学、理学、艺术
等传统优势学科基础上，做精师范
专业，发展工、农、商类学科专业，
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地方
性、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
学目标和定位。围绕这一发展目
标和定位，学校加快转型发展步
伐，确立了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模、
学科专业集群结构和数量、产学研
合作教育建设时间表以及“双师
型”队伍建设的措施。按照“统一
规划、集群建设、突出应用、加强融
合、重点突破、形成特色”的原则，
构建了以工学、经济学、管理学为
主的学科专业格局，集中学校资源
建好“机械电子类、经贸与管理类、
食品医药化工类、生物与农业工程
类、现代服务”5个专业集群。聘请
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健铨作为学
校首席科学顾问，面向国内外招聘
了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作为学校
新建专业学术技术带头人，确保学
校新建专业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
设。

学校转型发展取得初步成效，
已建成包括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在内的教学实验实训
平台9个，获批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等多项创
新平台，与金丝猴集团、宋河酒业、
邦杰控股等一批知名企业签订了
产学研合作协议，学生考研录取率
以及国内学科知识竞赛和职业技
能竞赛获奖人数连年保持较高水
平。我们深信周口师范学院将在

“尊道贵德、博学善建”校训的激励
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履行大学
使命，在学校建设发展道路上谱写
出更加华美的篇章。

（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院长）

一、活动单位
主办单位：河南日报社
支持单位：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CCTV中学生频道、河南省教育

学会、大河报、大河网、河南商报等
二、研讨会主题
1. 探讨如何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基础教育公信力；
2. 探讨“信息化背景下教育思维创新与变革”；
3. 探讨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新教育管理体制；
4. 探讨应试教育下的课程改革、特色教育、特色教学创新能力；
5.探讨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能否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提

高等。
三、奖项设置
1.河南最具影响力十大教育品牌（中学）；

2.河南人民最满意的十佳学校（中小学）；
3.河南最具教学特色十佳学校（中小学）；
4.河南综合实力十强学校（民办中学、教育机构等）；
5.河南省基础教育十大师德标兵；
6.河南教育突出贡献奖。
四、评选标准
1. 深入实施课程改革，教育评价科学全面，教育特色鲜明突出，能够代

表当地基础教育工作的先进水平，能够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
2. 在学校管理、课程建设、课堂教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社会反响良好；
3. 参评范围为全省各地独立建制的中小学、培训学校等相关单位。
五、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树华 张建华
咨询电话：0371-65796196 13613718958 13526685233

一 次 极 具 影 响 力 和 推 动 力 的 高 端 研 讨 会 一 次 体 现 河 南 基 础 教 育 公 信 力 的 专 业 调 查

参与调查单位坚持教育公平，建设和谐发展的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
石，是惠及全省人民的民心工程。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办人民
满意的基础教育已成为摆在全省广大中小学校校长（书记）面前的
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总结、交流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新时期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措施和方法，充
分发挥知名学校的辐射和引领作用，打造一批极具实力和发展潜
力的名牌学校，有力地推动河南基础教育事业科学快速健康发
展。因此，河南日报社特举办“2014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公信力社

会调查推选”暨“第三届河南基础教育发展高端研讨会”活动。
此次研讨会即将于2014年12月26日在大河锦江饭店举行，

以“建设教育强省背景下的河南基础教育使命（公信、创新、公平）”
为主题。

将邀请国内知名教育专家、教育行政管理人士、省内知名中小
学校校长(书记)等参与“第三届河南基础教育发展高端研讨会”。
采用嘉宾对话的方式，共同探讨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破解教
育难题、评点年度热点、致敬年度榜样力量,为我省基础教育质量
的普遍提高建言献策。 同时，2014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公信力调查
获奖单位在此次研讨会上揭晓。

一、选票填写说明：
右边所列推选单位，如单选中学A1河南师范大学附中，在对应括

弧中填写 A1；如单选小学 B1 河南省实验小学在对应括弧中填写 B1;
所选学校，同时列为候选个人在7项括弧中可直接填写个人姓名（每项
填满十个为有效答案）。

备注：对于没有列入候选名单的学校及先进个人，欢迎读者推荐或
自荐。投票截止时间：2014年12月6日（以当地邮戳为准），调查问卷

请沿虚线剪下邮寄。
二、投票方式（共分3种）：
1.读者可将报纸问卷剪下填写，来函请注明“2014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公
信力调查推选”，寄至：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2212
室，邮编：450008；
2. 登录河南日报专刊网（http://jcjytx.hnrb.cc）进行投票；
3. 可直接把所选学校发至邮箱：gxldcpx2014@163.com。

调查问卷

““20142014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公信力调查推选年度河南基础教育公信力调查推选””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第三届河南基础教育发展高端研讨会”即将开启

A 中学
A1河南师范大学附中
A2河南大学附中
A3河南省实验中学
A4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A5郑州大学一附中
A6河南农业大学附中
A7郑州市外国语中学
A8郑州市第一中学
A9郑州市第二中学
A10郑州市第四中学
A11郑州市回民中学
A12郑州市第五中学
A13郑州市第七中学
A14郑州市第八中学
A15郑州市第九中学
A16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A17郑州市第十四中学
A18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
A19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
A20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A21郑州市第101中学
A22郑州市第106中学
A23郑州市第107中学
A24郑州中学
A25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A26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A27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A28北大附中河南分校
A29郑州一中航空港区实验学校
A30郑州一中经开区实验学校
A31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A32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
A33郑州外国语女子中学
A34河南少年先锋学校
A35黄河科技学院附中
A36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
A37郑州新东中学
A38郑州陈中教育集团
A39郑州联大教育集团
A40郑州大山教育集团
A41郑州新东方培训学校
A42郑州领航实验学校
A43郑州新世纪高考补习学校
A44郑州少林中学
A45中牟外国语学校
A46开封高级中学
A47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A48开封求实中学
A49杞县高级中学
A50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A51洛阳市第三高级中学
A52洛阳市实验中学
A53洛阳市第八中学

A54洛阳市第二十七中学
A55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
A56洛阳东升第二中学
A57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A58嵩县第一高级中学
A59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A60新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A61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A62伊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A63河南枫叶国际学校
A64洛阳东方高中
A65洛阳时代外国语学校
A66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A67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A68平顶山实验中学
A69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A70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
A71郏县第一高级中学
A72汝州市红星学校
A73安阳市第一中学
A74安阳市实验中学
A75林州市第一中学
A76汤阴县第一中学
A77内黄县第一中学
A78安阳外国语中学
A79新乡市第一中学
A80辉县市第一高级中学
A81卫辉市第一高级中学
A82长垣县第一高级中学
A83河南宏力学校
A84鹤壁高中
A85鹤壁市外国语中学
A86淇县第一中学
A87许昌高中
A88许昌市第一中学
A89许昌市实验中学
A90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A91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A92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A93濮阳市第三高级中学
A94焦作市第一高级中学
A95沁阳市永威学校
A96武陟县第一高级中学
A97孟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A98漯河高中
A99漯河市实验中学
A100临颍县第一高级中学
A101信阳高中
A102信阳市实验中学
A103信阳市第一中学
A104固始县慈济高中
A105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A106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
A107三门峡市第一中学

A108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
A109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A110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A111陕县第一高级中学
A112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A113商丘市第四高级中学
A114商丘市回民中学
A115商丘中学
A116虞城县春来高级中学
A117永城市高级中学
A118睢县高级中学
A119夏邑县高级中学
A120商丘兴华学校
A121民权外国语中学
A122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
A123周口市第四中学
A124周口市文昌中学
A125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A126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A127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A128扶沟县第一高级中学
A129鹿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A130商水县第一高级中学
A131淮阳西城中学
A132郸城光明中学
A133南阳市第一中学
A134南阳市第二中学
A135河南油田第一中学
A136邓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A137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A138内乡县第一高级中学
A139驻马店市第一高级中学
A140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A141遂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A142西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A143驻马店市育秀高级中学
A144济源高中
A145济源市第一中学

B小学
B1河南省实验小学
B2 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
B3郑州市纬一路小学
B4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
B5郑州市伊河路小学
B6郑州市金水区实验小学
B7郑州市文化路第三小学
B8郑州市优胜北路小学
B9郑州市创新街小学
B10郑州市农科路小学
B11郑州市百花艺术小学
B12郑州市纬三路小学
B13郑州市黄河路第二小学

B14郑州市南关街小学
B15郑州市伏牛路小学
B16郑州市四月天小学
B17郑州市南阳路第一小学
B18郑州市聚源路小学
B19郑州市沙口路小学
B20郑州市经三路小学
B21郑州市金燕小学
B22郑州市中方圆双语小学
B23郑州立才实验小学
B24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
B25 郑州英才国际小学
B26开封市金明实验小学
B27开封市县街小学
B28开封市前台小学
B29洛阳市实验小学
B30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
B31嵩县实验小学
B32新安县实验小学
B33 许昌市实验小学
B34许昌市古槐街小学
B35许昌市健康路小学
B36平顶山市光明路小学
B37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B38三门峡市外国语小学
B39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B40焦作市实验小学
B41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
B42永城市第一小学
B43虞城县实验小学
B44漯河市实验小学
B45郾城区实验小学
B46南阳市实验小学
B47南阳市第四小学
B48南阳市卧龙区实验学校
B49安阳市外国语小学
B50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B51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B52安阳市自由路小学
B53新乡市外国语小学
B54新乡市人民路小学
B55新乡市经开区小学
B56焦作市实验小学
B57漯河市实验小学
B58鹤壁市育才学校
B59鹤壁市淇滨区嵩山小学
B60濮阳市实验小学
B61 濮阳油田第一小学
B62周口市第一实验小学
B63周口市七一路小学
B64驻马店市实验小学
B65驻马店市雪松路小学
B66济源市沁园路小学

（排名不分主次）

1.河南最具影响力十大教育品牌（中学）
（ ）（ ）（ ）（ ）（ ）（ ）（ ）（ ）（ ）（ ）
2.河南人民最满意的十佳学校（中学）
（ ）（ ）（ ）（ ）（ ）（ ）（ ）（ ）（ ）（ ）
3.河南最具教学特色十佳学校（中学）
（ ）（ ）（ ）（ ）（ ）（ ）（ ）（ ）（ ）（ ）
4.河南综合实力十强学校（中学、教育机构）
（ ）（ ）（ ）（ ）（ ）（ ）（ ）（ ）（ ）（ ）

5.河南人民最满意的十佳学校（小学）
（ ）（ ）（ ）（ ）（ ）（ ）（ ）（ ）（ ）（ ）
6.河南最具教学特色十佳学校（小学）
（ ）（ ）（ ）（ ）（ ）（ ）（ ）（ ）（ ）（ ）
7.河南省基础教育十大师德标兵（可直接填写中小学先进人物）
（ ）（ ）（ ）（ ）（ ）
（ ）（ ）（ ）（ ）（ ）

姓 名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郑州大学全面推行“班主任制度”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王颖

周口师范学院校训：

尊道贵德 博学善建
□刘湘玉

▶近日，中国首届科普电影文化
周（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顺利举行，
商丘师范学院学生应方歌、杨伟拍摄
的纪录片《黑与白》获得“一等奖”，同
时，学院荣获大赛的“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在全国首届科普微电影
大赛的评选活动中共收到来自全国12
个省（市、区）120余家制作单位报送的
微电影作品1200余部。 （徐可可）

中南自动化学会第32届学术年会在河南师大召开
10月 24日-25日，中国自动化学会中

南六省（区）自动化学会第 32届学术年会
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南六省(区)
及河南省自动化学会的近50位专家、学者

参加了本次学术年会。中南六省（区）自
动化学会专家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并进
行了18篇论文的学术交流。

（李雅偲）

10月31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与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战略合作签字仪式暨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技能应用开发服务部揭牌仪式在南

阳举行。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
生平与省国防科工局副局长李钢共同为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技能应用开发服务
部”揭牌。 （马小兵）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技能应用开发服务部揭牌仪式在南阳举行

10月28日，河南移动联合河南省慈善
总会开展的 2014 年“爱心接力 美丽中
原”公益助学基金发放仪式在郑州大学举

行，河南移动再次捐资 100万元，资助 200
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5000元。

（边芳）

河南移动举行公益助学金发放仪式

南阳师院在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中喜获佳绩

编辑 李树华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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