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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岳强 路欢欢 边铨彬

一个也不能少

给每个学生机会，在同一起跑线出发。南阳市
二十二中校长张春旗说，学校这么多年以来从不设
特长班、培优班，在学生入学前都会有统一的分班考
试，学生成绩按顺序排列后，将成绩较好地与较差的
搭配，再充分考虑男女比例后形成班级，并严禁调
班，这样一来，各班的整体水平都差不多，老师和学
生都充满信心，为三年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一个班级来说，教师资源分配的均衡至关
重要，南阳市二十二中书记付金鹏向记者分享了他
们的做法，所有的班主任在接班时，都是通过抓阄，
随机分配的；除此之外，以老带新、强弱搭配也是一
种常态，若班主任是年轻人，任课老师就会安排经

验丰富的，他们相互合作，使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同
样的教育。

科学的班级管理方法，从点滴处着手。南阳市
二十二中历史老师郭云青说，学生座位的调整一直
是家长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我每隔两周就会调一
次座位，每三个座位在一起排列，都是按照优、中、
差相结合排列，使学生内部产生以优带差的良好氛
围；为使学生的视力状况保持良好发展，每次的座
位调整前后、左右都会循环，让学生在细微处感受
到关怀。

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要善于发现他，而
不是放弃他。南阳市二十二中语文老师秦琪谈到，
在我看来转化一个学困生，比培养一个优秀生更重
要，在那些学困生身上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不抛弃、不放弃，努力去发现他们身上的其他优
点，帮助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心态，真正做到教师
立德树人的责任。

一样也不能丢

在南阳市二十二中的校园里，有这样一群“明
星”：他们有的在中招考试中拔得头筹、有的在运动
赛场上青春洋溢，有的成为见义智为、拾金不昧的
道德标兵……这一系列明星的出现并非只是偶然，
这与学校坚持素质教育、学科均衡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如今许多学校急功近利，一味追求高分，往往忽
视了对于学生多项素质的培养。众所周知，地理学
科并不参与中招考试，所以往往这门学科就被边缘
化了，可是南阳市二十二中的老师们却并不这么想。

“地理学科向学生传达的环境观、可持续观对
于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
代的。”南阳市二十二中地理老师周国梅说。我们
可以看到在二十二中，这些“副科”和语数外同样受
到重视，该开的课一节都不少，一些相关的主题活
动和比赛也时不时在校园里上演。

记者在南阳市二十二中采访时发现，这些年，
学校坚持把过程性测评与终结性测评结合起来，在
常规教学中，不仅抓优秀率，更是狠抓平均分，不以
分数论英雄，建立完善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
机制，对学生的评价是全面的、动态的、发展的，这
极大鼓舞了各个层次学生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积
极性，为素质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育均衡是一种相对均衡，科目之间均衡，学
生之间均衡，都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但这种均衡并
不是不追求优秀。张春旗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的教育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山’字，这一横就
是保持基础的平衡，然后三足鼎立支撑整体，值得
推敲的就是这中间的‘一竖’偷偷地冒出了头，这就
是在要求平衡的前提下力争优秀的出现。”

针对教学侧重点的不同，将七、八年级与九年
级分在两个校区。付金鹏说，七、八年级所在的校
本部主要以德育活动和素质教育为主，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习惯；西校区则是专门为毕业生量身打
造，致力于为他们营造良好、安静的冲刺环境，达到
一个拔高的目的。这样就让学生这座“山”在初中
的最后阶段崭露头角。

俗话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几十年来均衡之
路终开花结果，二十二中亮眼的中招成绩用事实说
明：没有“培优班”一样出状元。

“名师”会客厅
走进南阳市二十二中走进南阳市二十二中

没有培优班能否出状元？

现已进入六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升

学季又将来临，“掐尖”大战也轮番上

演，“特长班”、“培优班”等名目繁多的

尖子班充斥眼前，各大中小学集中优质

资源培养状元，目的是提高学校知名

度。南阳市二十二中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分班，到教师资源分配都坚持班班平

均，不但出了多名中考状元，而且见义

智为少年、拾金不昧师生等道德明星还

层出不穷……看似矛盾的结合，却收获

喜人硕果，河南日报名师会客厅就走进

南阳市二十二中，探索其背后的奥秘。 本报讯（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6月13日，记者获悉，西峡县政
府与厦门三维丝环保公司达成协议，
总投资 10.6亿元的生物质热电联产
项目落户西峡。

该项目位于西峡县产业集聚区，
规划占地约 200 亩，总投资 10.6 亿
元，利用西峡及周边地区丰富的食用
菌棒废料及农作物秸秆为主原料进
行发电供热，为西峡县产业集聚区的
食品加工及中药制药企业、新县医
院、职业学院、财富新城和附近居民
提供集中供热和部分电力供应。项

目分为三期实施，一期工程建设将于
今年下半年正式启动。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利税 1 亿
元，加快推进该县燃煤中小锅炉淘汰
步伐，有效解决供热与经济发展所面
临的环保问题。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高性能高温除尘滤料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火
炬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国内高温袋
式除尘滤料企业唯一上市公司，技术
广泛应用于火力发电、水泥、垃圾焚
烧、钢铁冶炼、化工等行业。

本报讯（记者 王娟）为防止“谷
贱伤农”，保证农民经济利益不受损
失，南阳市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工作,
目前小麦托市收购工作已全面启
动。

据南阳市粮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该市粮食收购工作依然压力
很大。夏粮连续丰产造成了一定的
积压，粮食仓库紧张。同时，受整体
经济形势影响，当地企业收购意愿下
降。为了让农民利益不受损失，南阳
市于 6月 6日启动小麦托市收购工
作。托市收购执行时限自5月 21日
至 9 月 30 日。第一批符合条件的
106个库点将陆续启动收购，预计今
年托市收购30亿斤。南阳市继续执
行国家托市收购政策，按 1.18元/斤

的到库价收购符合国家三等质量标
准的小麦，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每
斤0.02元。

为了让农民卖“明白粮”，南阳市
粮食局向农民送出明白卡5万张，详
细讲解了小麦的质量分级和价格。
中储粮南阳分公司今年在南阳市收
储库点首次实行“一卡通”全覆盖，坚
持“谁来售粮、给谁付款”，严格“一车
一检一结算”，粮款均由中储粮直属
库直接支付给售粮人，从源头上杜绝

“打白条”现象，让农民卖“放心粮”；
今年的收购现场还设立便民服务台、
休息站等，提供餐饮、防暑药品、休息
室等服务，并安排专人巡回检查，随
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让农民卖“舒
心粮”。

秸秆菌棒废料都能发电

10.6亿元发电项目落户西峡

托市收购确保农民利益

本报讯（记者 吴曼迪）6 月 14
日，南阳温凉河综合整治安置项目
开工建设，项目一期投资 1亿元、总
面积 6.5 万平方米，一年半后，温凉
河区域的居民有望住上生态宜居的
河景房。

温凉河整治是南阳内河综合治
理的项目之一，是南阳市的重点民生
工程，经过一年多的综合治理，温凉
河整治工程已进入扫尾阶段，已顺利

实现通水；水清、河畅、景美、岸绿的
河道景观成为南阳市民夏日休闲的
好去处。

此次开工建设的宛运北大楼、兴
隆市场安置项目将解决温凉河搬迁
居民的生活安置问题，彻底改善该区
域房屋破旧、居住环境差、群众生活
不便等问题，提升温凉河沿岸环境和
居住品质，为群众提供一个环境优
美、服务配套的新社区。

一期投资1亿元

温凉河综合整治安置项目开工

预先算好三笔账 干干净净收夏粮
——南阳市三大举措助力“三夏”抢收

□本报记者 王娟

进入“三夏”时节，天气瞬息万变。
“抢收、抢种、抢管”刻不容缓。全市按
照蜡熟即收的原则，抢抓晴好天气，组
织农业机械抢时收割，确保了丰产丰收
颗粒归仓。

今年 6月 1日，全市 820万亩夏粮
已基本收割完毕，比往年提早了近 5

天。农民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争分夺
秒，趁墒抢时播种，截至6月10日，1331
万亩夏播面积也基本完成。

如果夏收遇到阴雨天气，造成小麦
霉变、不完善粒超标，将给农民带来经
济上的损失。然而，唐河县桐河乡祥宏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焦强则表示，今年收

麦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他说：
“我买了3组大型粮食烘干机，不管雨天
晴天，收的麦子拉回来就进机烘干，在
机器里过一遭就能直接入库，保质保量
都没有问题。”在今年的“三夏”中，各类
粮食烘干机的使用，有效减少粮食损
失、保障了粮食安全。

在2016年夏季秸秆禁烧会议上，南
阳市农业局局长王宛楠给大家算了这样
一笔账：南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作物
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全市小麦秸秆总量
达到380万吨。若直接还田，全市小麦
秸秆可折合氮肥、磷肥、钾肥等总价值
2.84亿元。若发展生物能，全市小麦秸
秆产生的热值相当于212万吨标准煤，
市场价值约12亿元。若发展草腐菌，每
亩秸秆可生产双孢菇210公斤，价值约
1050元。若发展秸秆饲料，全市小麦秸
秆可满足185万头肉牛食用一年；除去
经济账，再算环境账。据测算，每焚烧一
亩秸秆可产生一氧化碳70公斤、二氧化
碳780公斤、氮氧化物0.86公斤、颗粒污
染物 40-70公斤。这些物质悬浮在空

中，大大降低空气能见度，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同时，焚烧秸秆使地面温度急剧
升高，会直接烧死、烫死土壤中的有益微
生物，影响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充分吸收，
导致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另外，从法
律角度，焚烧秸秆触犯多项法律法规，势
必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算清了这三笔账，在今年的“三夏”
工作中，南阳市大力推广过腹还田、机械
还田、直接还田等技术，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实现变废为宝。农机部门通过与机
手签订低留茬作业协议、在联合收割机
上加装秸秆粉碎机、推广使用秸秆捡拾
打捆机械和机械化免耕播种及化肥深施
技术等，最大限度地降低留茬高度，尽可
能多地实现就地粉碎还田，确保了从根

本上消除焚烧隐患，实现了“建设天蓝、
地绿、水净的大美南阳”的承诺。

家住卧龙区王村乡农民谢建祥说：
“经过这些年的宣传，我们农民也知道
焚烧秸秆的危害了。现在空气好了，也
看不见黑烟滚滚、麦秸灰乱飞了，人们
心情也舒畅了。”据了解，今年卧龙区一
方面加大秸秆还田力度，规定收割时必
须做好秸秆粉碎还田，收割机不带粉碎
机不能进地作业，留茬高度标准必须在
10cm以下，消除农民下茬种植困难；另
一方面积极联系养殖企业、饲料公司、
食用菌种植场、养殖大户、秸秆固化利
用企业，以合理价格做好秸秆回收工
作，这样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
变废为宝，消除焚烧秸秆隐患。

16万亩的永久性高标准良田示
范方里，5架植保无人机喷洒着秸秆
腐熟剂，3台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肥
播种机正在有序地进行着粉碎、灭
茬、开沟、施肥、播种等多道工序。
这是今年5月25日，唐河组织的第8
场高标准新机具推广演示会上的一
幕。百余家农业合作组织的理事长
和周边农民对此叹为观止，感慨现
代农业技术的强大。推广演示，示
范引领。如今，唐河县通过新农机
和新技术推广演示，让能人大户和
专业合作组织感受装备潜能，感知

先进技术，使购进先进机械成为全
县 209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常
态。

据市农业局统计，今年全市麦
收共出动大中型联合收割机 1.5 万
台左右，其中本市 8000台，外地引
进 7000 台左右。为保障麦收顺利
进行，全市设立了联合收割机接待
站，为外来收割机手提供南阳麦收
信息等咨询服务。“三夏”期间全市
还开辟绿色加油通道，优先供应“三
夏”农机作业。农机部门积极组织
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开展跨区作

业，并认真加强跨区机械编队、转
移、作业管理，保证机械有序调动、
高效作业，切实维护好跨区作业秩
序，确保外地机械进得来、留得住、
干得好、走得顺。同时，各类高端农
机、新型农机也走进农田，全市农民
对新设备、新技术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截至目前，南阳的夏播工作已
全面结束。新的农作物在这片肥
沃的土地上汲取着营养，生根发
芽，农民们翘首以盼，期待着下一
个丰收。

全程机械化 助力农业新发展

算清三笔账 秸秆找到好归宿

快收快种快烘干 湿粮入库不看天

核心提示

名师会客厅走进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

南阳今年麦收共出动约1.5万台联合收割机。 丰兴汉 摄

“今年的‘三夏’工作真是：快收快种快烘干，不烧麦秸不冒烟，全程机械显威力，南阳‘三

夏’好又快。”紧张的“三夏”抢收过后，农业专家、南阳市农机管理局农机管理科科长李守江兴

奋地对记者说。

那么，在今年的“三夏”抢收中，南阳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呢？记者走

进田间地头以及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