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河南日报·教育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所开栏
目：本期关注、教育动态、图片新闻、家有儿女、书记（校长）论坛受到读者的
广泛好评。近期，河南日报·教育版在原有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些新的栏目:
教育时评、市县（区）教育局局长论坛、感动校园人物、公益校园等。欢迎广
大读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投稿信箱：hnrbjy@163.com

征稿启事

近日，笔者去一位朋友家中拜访，正巧
碰上其儿子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在他家里
家访。朋友告诉笔者，通过这次家访，不但
与教师的距离拉近了，孩子与老师的距离
也拉近了，他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也更顺
畅了。这位朋友说，他真希望学校的老师
多些这样的“家访”。

不知何时起，我们学校老师的“家访”活
动慢慢地少了，甚至消失了。曾记得，小时
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老师来家中家访
是常有的事。老师来家中家访，一方面可以
了解到学生的家庭情况，密切与家长的感
情；另一方面可以摸清学生在校外的表现，
对学生的思想、性格及爱好等有个全面的了
解。从而有利于我们教师因材施教，共同做
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如早恋问题、正确
上网问题、兴趣爱好问题、违法违纪问题等，
都有可能通过我们教师的家访后迎刃而解。

据笔者了解，现在家访之所以被我们
的学校和教师遗忘和冷落，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师教学任务繁

重，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生家中
家访；二是流生现象大为减少，老师用不
着花精力去学生家中家访；三是不少学
校和教师认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第
一位的，至于如何挖掘学生的潜能，增强
学生学习的后劲，使学生身心健康得到
充分发展并不在考虑之列。再说，在绝
大多数学校里，教师考核条例中并没有
把教师的家访列入其中，这也是家访被
冷落的原因之一。

其实，通过家访，老师可以了解到家
长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学生的家庭有些
什么困难，家长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
人才，等等；而家长则可以了解到学校和
老师是怎样教育学生的，校园里的学习
环境是怎么样的。

眼下，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但愿我们的
老师们能从繁琐的教学事务中脱出身来，走
出校门，走进学生家中，多些家访，多了解学
生，多了解家长，为我们今后的教育教学提供
更多更好的教育方法。 （叶金福）

教育时评教育时评 教师莫丢“家访”这个老传统

9月14日，郑州轻工业学院在科学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仪式，聘请中国工
程院院士朱蓓薇教授为郑州轻工业学院双聘院士。学院院长赵卫东教授为朱蓓
薇院士颁发“双聘院士”聘书，省科技厅副厅长马世民在聘任仪式上致辞。学院
党委书记石恒真教授在聘任仪式上讲话。朱蓓薇院士在聘任仪式上表示今后将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为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
的产业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贡献。 （刘磊）

图 片

新 闻

9月 9日，黄河科技学院举行庆祝第 31个教师节暨 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
董事长胡大白，院长杨雪梅，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7500多名新生参
加典礼。胡大白总结了上半年学校集体和个人受到教育部、科技部以及省教育
厅等单位的表彰及取得的荣誉。院领导为61位“优秀教师”、27位“优秀教育工
作者”等获奖人员颁奖。 （尹强）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
称河南财专），是河南省最早培养会计、财税
类专门人才的学校，至今已发展成为河南
省财经类专门人才培养和财税系统干部在
职培训的重要基地。2014年，河南财专制
订了《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在抓好
普通专科学历教育的同时，努力打造非学
历教育的财经继续教育品牌。如今，继续
教育基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成为河南财
专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

以稳定的合作单位作为基地建设
的重要内容。河南财专积极开拓财经
培训市场，使五个单位的培训基地落户
该校，现已建立了河南省财政干部培训
基地、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河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后备人
才培养基地、河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继
续教育基地、郑州市地方税务局干部培
训基地、河南省高职高专院校骨干教师
培训基地六个继续教育基地。

为拓宽培训形式，学校还建立了大
别山干部管理学院、国家税务总局廉政
教育基地（河南省国税培训中心）、河南
省地税局地方干部培训学校、漯河地方

税务局四个校外培训基地。
把完善培训师资库作为基地建设

的重中之重。培训师资库建设向来是
基地建设的重点工作。学校主要从两
个方面着手：一是搜集省内外培训名师
基本信息，充实完善培训师资库；二是
着手培养校内培训教师。继续教育学
院与学校师资培训计划相接轨，启动了
培训名师培养计划，选派一批教师到兄
弟院校或实体单位接受继续教育，经考
核收录到学校培训师资库。现已建成
涉及 5 个学科 24 个专业，拥有省内外名
师 560人的培训师资库。

创建财税继续教育品牌，持续提升
服务水平。2014 年 1 月—2015 年 8 月，
学校共举办河南省财政厅科级干部培
训、金水区财政局财政干部业务培训
班、郑东新区管委会干部业务培训班、
河南省财政厅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培训
班、濮阳市地税局税收法制业务培训班
等短期培训班 50期，共培训人员 3650人
次，计 38286 人/天。培训效果得到了相
关单位和学员的广泛好评、一致认可，
树立了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

河南财专

努力打造财经继续教育品牌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张世杰

日前，由信阳师范学院主办的几何
与非线性分析国际会议成功召开，海内
外 6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美国国
家科学院院士、德国哥廷根科学院通
讯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
学萧荫堂教授，著名几何学家、浙江大
学沈一兵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美国罗
格斯大学戎小春教授等应邀参加。本
次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为信阳师院党
委书记卢克平教授，会议安排了 23 场
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将就几何与非线
性分析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开展学术
交流和讨论。 （朱四倍）

几何与非线性分析国际会议在信阳师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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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来，一批又一批西藏学子满怀
憧憬来到这里，又从这里羽翼丰满，展翅
高飞。这就是郑州四中西藏班。

30 年来，郑州四中西藏班全体教育
工作者以真诚的心血与勤劳的汗水哺育
着一代代新人健康成长。4000 多名毕业
生学有所成，返身投入到西藏的各行各
业，为西藏的发展和祖国边陲的稳定默
默奉献，已成为西藏建设的主力军，他们
中有在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工作、有在建
筑勘察设计院工作，有工程师，也有教育
局局长，如今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热血青
春与奋斗，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骨干和
中坚力量。郑州四中西藏班的出色工
作，也赢得西藏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

只为格桑花开得更灿烂

自从 1985 年 9 月，郑州四中接受了
智力援藏这项光荣任务以来，为办好西
藏班，学校积极探索内地西藏班的管理

模式，推陈出新，总结经验，逐渐摸索出
具有郑州四中品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模式。

该校按照教育部提出的“稳定+质
量”的要求，始终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
为西藏班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摸索
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

“低起点、小步子、快反馈、严要求”教学
方法。认真落实“严 (严格要求 )”、“精
(精讲精练 )”、“细 (系统细致 )”、“全 (面向
全体 )”四字教学要求，向课堂 45 分钟要
质量。为培养优秀的学生，该校制定了

“高分 高能 高雅”的培养目标。学
校增设了西藏班专职干部。学校把西
藏班学生的生活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保
证西藏班学生的健康成长。开展“游学
河南”活动，让学生感受中原文化的厚
重和底蕴，增强对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
认同；保护母亲河、野生动物放飞、橄榄
枝爱心慈善捐赠等活动，培养西藏班学
生感恩社会、环保理念和奉献意识；暑

期在家乡的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加深入
地了解家乡、了解社会。精心安排西藏
班学生生活。学校合理筹划，加强资金
核算，提高西藏班学生的伙食标准。注
重学生身心健康，建立学生病历档案，
对学生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并开设心理
咨询室。

只为春风化细雨

多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等各级政府
都非常重视西藏班工作，把办好西藏班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政策上一
直对西藏班予以倾斜，省市政府先后出
台了相关政策，落实了西藏班生均经费，
按照班师比 1∶8 的要求为西藏班配备了
教师，落实了西藏班教职工的特教津贴，
并按照每生 1000 元的标准划拨了德育
专项经费，还为藏班学生每月划拨了 500
元的生活补助。2005 年 7 月，郑州市政
府投资 4000 万元为郑州四中建设了北
校区，学校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对校舍

和设施进行修缮，为西藏班创设良好的
育人环境。

近几年，郑州四中西藏班通过课堂
教学改革，课堂教学走在郑州市乃至河
南省的前列。初中毕业生自 1999 年全
国内地西藏班实行返藏统一考试以来，
中招成绩连续多年名列前茅；2003 年有
高中毕业生以来，有 21 名学生考入清
华、北京大学，96%的毕业生考入国家重
点本科院校，历年的高考成绩均在内地
西藏班中名列前茅。在各级领导的关怀
和支持下，学校多次受到教育部、省市教
育部门和西藏教育部门的表扬，学校先
后荣获“全国教育援藏先进集体”、“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民族团结先进单
位”、“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民
族团结先进集体”等近百项荣誉称号。
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对四中西藏班
的工作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西藏班取
得的成绩在河南省民族教育的行列，发
挥着应有的示范作用。

●● ●● ●●

用 爱 浇 灌 格 桑 花
——郑州四中西藏班办学 30年剪影

本报记者 李树华

前言 历史对中原格外厚爱，机遇对
中原尤其眷顾。进入新千年，打造“四个
河南”，大力实施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战略，使中原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盎然。置身中原千
载难逢、追风踏浪的发展大潮，中原工学
院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近年来创新、创
造风生水起，这所伴随共和国社会经济
发展运应而生有着 60 年奋斗历史的大
学，一甲子的时光里，由单科性纺织院校

“华丽转身”，成长为以工为主，以纺织、
服装为特色，多学科会聚发展的省内特
色骨干大学，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服务
河南经济社会建设。一大批中原工学院
的教授、学者成长起来，在国际、国内领
域名声斐然，成为中原发展不可或缺的
智囊。以王秦生、任家智、周光辉为代表
的中工教授团队，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
们无私奉献，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贡献
智慧和力量。

攻难克艰 缔造人造金刚石之巅

人造金刚石从诞生以来，逐步在传
统 工 业 、高 新 技 术 等 领 域 得 到 广 泛 应
用。高品级金刚石是一种超硬工具材料,
是不可替代的战略材料,在工业、国防、科
技领域应用广泛。国外多采用两面顶高
压设备合成金刚石，虽适合高品级金刚
石合成，但硬质合金高压模具结构复杂，
制造难度高。面对国内材质和加工技术
的现实，我国在上世纪 60 年代开发了特
有的六面顶压机，但产品质量差，产量
低，以致所需高品级金刚石几十年来主
要依赖进口。如何使人造金刚石达到优
质高产，这成为国内超硬材料工作者长
期面对的难题。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原工学
院与相关单位联合申报的“触媒法合成
高品级金刚石关键设备与成套工艺技术
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喜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全行业 25 年来的第
一次获此奖项。

项目针对国内外高品级金刚石优质
高产技术难题，发挥产学研结合优势，经
过 10 多年的联合研究，在金刚石生长条
件、专用设备、原辅材料、合成工艺等多
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开发和集成创
新，解决了高品级金刚石难以优质高产
的问题，结束了数十年来高品级金刚石
依赖进口的历史，使我国高品级金刚石
制造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跃居世界
前列。以特聘教授王秦生为学科带头人
的中原工学院教授团队攀上了人造金刚
石工艺与设备之巅。

“精”益求精 抒写中国纺织情怀

高档棉纺织品的生产，精梳设备至
关重要，在中原工学院“高效节能精梳关
键技术及成套设备——HC500、HC600
型精梳机及 HC181D 型条并卷联合机”
问世之前，瑞士立达公司开发的 E65 及
E66型精梳机，基本统领世界。

2015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

原工学院联合上海昊昌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等单位研发的“高效节能精梳关键技
术及成套设备——HC500、HC600 型精
梳机及 HC181D 型条并卷联合机”，获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奖 ，实 现 了 三 大 突
破。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原工学院任家智
教授说：“首先，精梳机在纺纱速度上实
现了突破；其次，精梳机实现了适纺性的
突破；第三，条并卷机落卷及成卷方式实
现了突破。”HC500、HC600 型精梳机与
瑞士立达 E65 相比，生产速度提高了 50
钳次/分，可配 90 度、110 度及 130 度锡
林，对品级较低、纤维长度较短的国产原
棉的适纺性明显提高，振动小、噪声低，
具有明显节能效果。HC181D 型条并卷
联合机与瑞士立达 E32 相比，速度提高
30 米/分，生产效率提高 10%。1 套精梳
设备的售价只有瑞士立达的 1/3。目前
该项目已申报受理专利 21 项，已受权专
利 12 项，居国际领先水平。提高了我国
高端纺织设备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国内外
市场的占有率，为我国纺织产业升级提
供了高端装备保障。

绿色环保 关注国计民生

据相关行业分析，汽车尾气排放是
雾霾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能源
汽车越来越被人们视作拯救城市天空的
有效途径之一。

为实现中原的蓝天梦中原工学院以
周光辉教授为代表的科技团队在打拼。
电动空调作为纯电动汽车发展需重点解
决的共性关键技术之一，一直以来是制
约纯电动汽车发展的难题之一。在全国
新能源汽车展会上亮相的国内首台超低
温热泵型纯电动汽车空调系统，引起了
国内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家和汽车空调生
产厂家的广泛关注。这是由中原工学院
和中国科学院、河南贝迪制冷集团联合
研究开发，辛勤攻关的产物。

中原工学院周光辉教授介绍，超低
温热泵型纯电动汽车空调系统，在超低
温热泵循环技术、热泵型电动压缩机降
温增效技术、多热源复合利用技术、车外
换热器快速融霜技术、系统变频容量调
节技术、系统智能控制技术等多项关键
技术中取得突破，获得了一系列核心专
利 技 术 的 知 识 产 权 ，该 空 调 系 统 可
在-20℃的超低温环境下稳定高效地进
行热泵供热运行,较好地解决了目前新能
源汽车空调冬季电采暖方式能耗高且严
重影响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突出问
题。同行专家一致认为，其整体技术居
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原工学院在新能源
汽车空调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领
域快速占领制高点奠定了基础。2015 年
实现年产 5 万-10 万台电动轿车空调的
产业化规模；与郑州宇通客车集团开展
全面合作，开发第一代“超低温热泵型电
动 客 车 空 调 ”，2015 年 初 步 形 成 年 产
10000 台以上的产业化规模。在改变灰
色的天空方面，有中原工学院的教授团
队一直在努力探索。

中原工学院

教授团队为河南发展献才智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张东伟

教育动态

日前，在刚刚结束的中原青年新锐设
计师时装作品大赛中，河南科技学院学生
包揽金银奖：作品《1945》获得金奖、作品

《承》和《“谱”写今商》分别获得银奖、作品
《硬质喧嚣的优雅》获得铜奖。

据悉，本次大赛由河南服装行业协
会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服装

设计师协会支持举办。大赛共评出金
奖 1 名，银奖 2 名，铜奖 3 名及入围奖
12 名。旨在面向全国挖掘与培养能够
为中原时尚产业发展贡献才华的新锐
设计力量，是中原地区规格最高的时
装盛事，也是中原国际时装周的重要
环节之一。 （牛艳芳）

河南科技学院包揽中原青年新锐设计师大赛金银奖

9 月 12 日，南阳师范学院迎新工作
正式开始，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
区 7000 多名 2015 级新生齐聚卧龙岗
上，笑迎大学生活。

相比于往年，今年南阳师范学院新
设置了新生“全家福”免费摄影点，贴心
地为新生与家人定格温馨的记忆；特推

出依托校园网信息化平台的一卡通迎
新系统，轻轻一刷便会显示出新生的个
人信息和报到状态，方便新生快速办理
入学手续，简化报到流程，大大减少了
新生报到的等待时间；专门在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开辟阵地，24小时在
线为新生提供咨询。 （张君明）

南阳师范学院贴心服务新生

9 月 10 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与
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
新乡举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党委书记陈贤义表示，首套国家
级数字化医学教材国内首批、省内首家
授权在该院使用。 据了解，三全学院高

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2015年投入400
万元完成数字化校园一期建设，投资
1000 万元完成图书馆的建设，在全体
2015年级临床医学专业新生中推广使用
数字化教材，配备全校最优秀的教师为
卓越班的同学授课。 （王德胜）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率先使用国家级数字化医学教材

近日，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在
“中国体育·放飞梦想”中国高等院校设
计艺术专题作品征集中共获得各类奖项
26个，该学院荣获优秀组织院校奖。

据悉，该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
司、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
办，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
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化学工业出版社
承办，旨在弘扬中国体育文化精神，倡
导设计创新，展现体育拼搏进取的文
化精髓，传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推动
我国体育产业、文化创意、设计创新的
多重发展。 （张建华 朱洁）

中原工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征集中创佳绩

日前，郑州市文化路一小开展了
“祖国妈妈，我想对您说”庆祝新中国
成 立 66 周 年 活 动 。 该 活 动 用“ 五 个
一”的形式，旨在弘扬和培养孩子们的
爱国主义情感，为共和国华诞献上最
真的祝福。各班开展了一次以爱国为

主题的班会，观看一部有关抗日战争
的电影，学唱一首红歌，写一篇观后
感，了解一项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
重大科技成就。此次活动在学生当中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带动了学生家
长的积极参与。 （裴红 侯雪莹）

郑州市文化路一小“五个一”培养学生爱国情感

家有儿女
给孩子选好参照物

物理学上把用来判断一个物体是
否运动的另一个物体称为参照物。判
断一个物体是否在运动需要选定参照
物，生活中如何促进一个孩子的健康
成长，作为家长的我们也需要为他们
选定一个恰当的参照物。

我们常常听到不少家长这样来责怪
孩子，“你看人家豆豆期中考试，语文数
学都是双百分，你再看看你……”很显
然，这样的家长之所以如此责怪孩子，是
无形中把人家的孩子作为参照物了。这
虽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但我们做

家长的在生活中却常常去犯。自己家的
孩子是否有进步，应该以自己家孩子上
次的考试成绩为参照物，参照的路线应
该是纵向的，而不应该是横向的。倘若
一味这样参照下去，这些孩子将永远处
在责怪之中。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些家长，一旦
发现孩子成绩没有什么起色，马上斥责
到：“你看人家是怎么学的，你也不是有
十个手指头吗？”如此下去，孩子的自尊
心不仅受到了伤害，而且还会对家长所
选的参照物产生恐惧和仇视的心理。

如何给孩子选好参照物，作为家长
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孩子。只有充
分了解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才能根据他
们的特长、兴趣、爱好，去选择他们的学
习内容，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少走弯路、斜
路。

其次，我们还要选择好适合孩子发
挥潜能的环境。众所周知，“橘生淮南则
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个人所处环
境的好坏对成功与否虽然不能起决定作
用，但绝对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聪明的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参

照物的时候，不仅事先对孩子有透彻的了
解，而且对参照物的选择也是很富有科学性
的。他们所选的参照物就像是在树枝上悬
挂一个苹果，只要孩子踮起脚尖或者蹦一蹦
就可以得到。而且随着孩子得到“苹果”能
力的提高，他们对孩子得到参照物的难度也
在不断增加，不断变化着的。采取这种方法
所选的参照物，一可以让孩子品尝到成功的
喜悦，二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踏踏实实地
体验到获得成功的整个过程。孩子也就会
在追求这种可望而又可及的参照物中，自由
健康地成长起来。 （李星涛）

院党委书记崔世忠为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王秦生教授颁发奖励。

院长俞海洛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任家智教授颁发奖励。

9月5日-6日，是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新生报到的日子。根据该校迎新工作部
署，学校为2015级新生及家长赠送免费餐
券，作为新生和家长“迎新开学第一餐”。
该校今年录取新生6800多人，每位新生可
领2张餐券，各食堂为学生及家长提供了
足额、健康、安全、可口的饭菜，做到让所有

学生及家长在学校满意用餐。目的是为
了让新生及家长一起品味大学生活，帮助
新生尽早融入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这个
大家庭。除此之外，该校还在火车站、地铁
口安排了十余辆公交车免费循环接送新
生及家长，解除新生及家长的环境不熟之
忧、市内转车劳顿之苦。 （郭亮亮）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开学第一餐”别开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