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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河南队首战奏凯
女排联赛第二阶段

河南女排首战完胜云南

追加 追加 追加

本报讯（记者 李悦）12月17日，2016河南省“体彩·王子
杯”业余足球冠军联赛（以下简称“豫冠联赛”）颁奖典礼在郑
州举行，除冠军队郑州东方今典集体登台亮相外，前河南建业
俱乐部功勋队长、洛阳中辉煌队的主力陆峰更是被评为豫冠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
足球协会、河南省体育服务中心承办的豫冠联赛，是河南省规
格最高的业余足球联赛，举办的宗旨在于积极响应河南省大
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助力中原业余足球的发展。联
赛2016赛季长达4个月，来自省内的15支城市冠军球队进
行了 55场激烈角逐，总进球 218粒，现场参与总人数 20万
人，网络直播观看累计人数高达82.5万人。

作为河南建业的功勋队长，退役后转入青少年培训的陆
峰，同样也是省内业余足球联赛的积极倡导者，35岁的他每
场豫冠的比赛都打满全场，为洛阳队获得亚军立下汗马功劳，
被评为联赛最有价值球员也是实至名归。而郑州队除收获冠
军奖杯之外，队中的射手钟凡，也凭借15粒进球，加冕豫冠联
赛首届射手王。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由中国足协全新打造的室内五人制
足球超级联赛，于12月 17日下午正式拉开战幕。有了强援
加盟的河南冠英教育队首战表现不俗，坐镇主场中原工学院
体育馆的他们，以2∶0击败了来访的甘肃麦斯力队，赢得联赛
开门红。

由于巴西前锋雷安德罗尚未抵达郑州，所以河南队只有
弗兰克一名外援能上场。不过能攻善守的弗兰克，在起到后
防中坚作用的同时，还有极强的插上助攻能力，而新门将李凯
也极大地提升了主队的防守能力。在上半场互交白卷后，河
南队在下半场第10分钟利用一粒点球打破了场上僵局，随后
替补上场的3号王庆绪以一脚漂亮的吊射帮助本队将比分扩
大为2∶0，也就此锁定了胜局。

从比赛过程来看，新人的加盟确实给河南队带来了不
小的变化，要知道上个赛季甘肃队曾在联赛中“双杀”河南
队。此番主场成功复仇，河南队主帅赵辉对于结果还是比
较满意的，不过他也坦言：“队伍的发挥并不能算太好，队员
并没有踢出平时训练的水平，这跟首场比赛队员普遍感到
压力大有关系。好在打进第一个球之后，队伍逐渐放松下
来。弗兰克和李凯的到来，确实对球队很大帮助，今天在比
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通过总结和进一步的磨合，球
队有更好表现。”⑥9

豫冠联赛颁奖盛典

陆峰荣膺最有价值球员

本报讯（记者 黄晖）“这是一场关键的
比赛，我们做了艰苦的准备，前两局都发挥
出了自己的水平，第三局我们的二传遇到
了一些问题，比分一直落后，但是队员没有
放弃，顶住了压力，并最终赢得了比赛，我
为队员们的表现感到很高兴。”12月17日，
中国女排联赛第二阶段交叉赛展开首轮角
逐，河南奥瑞克电梯队女排主场 3∶0战胜

云南队，主教练詹海根赛后对弟子们的表
现表示赞许。

诚如詹海根所说，这是一场关键比
赛。已经无缘联赛八强的河南女排与福建
队、山东队、云南队同组角逐9~12名，堪称
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此番对阵云南，比
赛前两局河南女排打得顺风顺水，外援梅
根发挥出色，以25∶13、25∶16大比分连下

两城。第三局，云南女排开始发力，比分一
度领先，而二传胡丹丹的意外受伤也稍稍
乱了河南女排的阵脚。在落后局面下，梅
根和李伟伟的进攻和拦网最终还是帮助河
南女排27∶25艰难取胜。12月20日晚，女
排联赛交叉赛第二轮将展开，河南女排将
坐镇主场迎战山东队。

女排奏凯次日，12月 18日，远征海南

文昌的河南天冠男排，却受湿滑场地的影响
没能展现出高度、速度方面的优势，0∶3不
敌八一队，输掉了第二阶段八强赛的首场比
赛。赛后，主教练梁杰、队长焦帅都表达了
对场地条件的遗憾。“回到主场后希望能在
同等条件下再打一场。”焦帅说。22日晚，
河南男排将转战四川双流，客场挑战在首阶
段分组赛中排名Ⅰ组第二的四川队。⑥11

15日上午，河南省校园足球讲师团成员赴深圳盐
田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参观学习，参加本次培训的讲
师共22人。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校园足球发展在教
学普及、训练竞赛、师资培养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和探索，并且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近日，校园足球
赛场上更是劲刮“深圳风”。12月 5日，由中国教科院
主办的“2016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中，深圳南山区育才一
小和育才二中足球队过关斩将勇夺小学组、初中组冠
军，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亲临现场并为获奖队
伍颁奖；12月 4日，由中国足协主办的 2016“我爱足
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深圳中学初中部足球小将勇
夺5人制青少年组总冠军。本次河南省校园足球讲师
团放在深圳，正是看到了深圳在校园足球开展方面获
得的良好成效和经
验。

本次校园足球
讲师团培训为期
10天，将充分利用
深圳地区校园足球
资源，为我省校园
足球讲师提供完
整、细致、丰富的培
训课程，推进我省
校园足球更好更快
地发展。

（校足办）

12月 17日，体彩大乐透第 16148期
全国开出 3注头奖，每注奖金为 1000万
元，花落福建、辽宁和云南。开奖结束后，
奖池滚存38.06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05、
14、15、23、25，后区开出号码06、08。继上
期(第 16147期)井喷 22注头奖之后，本期
体彩大乐透爆出 3注清一色的千万元大
奖。数据显示，福建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
出自厦门，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式票，投

入112元，单票累计擒奖1007万元。辽宁
中出的1000万元头奖出自沈阳，中奖彩票
为一张6+3复式票，投入36元，单票累计
擒奖1029万元。云南中出的1000万元出
自文山，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10元投入的
单式票，其中1注号码击中头奖。

稍显遗憾的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
注，三位幸运儿均无缘 1600万元单个最
高头奖。追加、追加、追加，重要的事情说
三遍，条件许可，莫忘追加！ (陈敏）

校园足球
南下取经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河
南省第二届“体彩杯”网球球
王争霸赛总决赛18日在中
原网球中心落幕，男女共九
个组别的“球王”全部产生。
河南省网球球王争霸赛由河
南省网球协会、中原网球训
练基地管理中心主办，两年
时间里累计吸引了近3000
名球迷报名参赛，已经成为
河南业余网球的品牌赛事、
球迷盛会。图为开赛前，雅
典奥运会网球女双冠军孙甜
甜（左）、李婷亮相赛场，为网
球爱好者现场传授网前截击
时机、上网打法等“冠军秘
籍”。⑥11 本报记者 黄
晖 本报通讯员 苏扬 摄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姚芬

12月 8日，河南省国家级示范骨
干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协作会
第三次工作会议和 2016年河南省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推广交流
会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黄
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首批国家示
范高职院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全国高职诊改工作试点院校及河南省
诊改主任委员单位、职业院校数字校
园建设实验校，在会上分享了本校在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信息化建设、质量
文化建设、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等方面
的经验和特色做法，受到参会高职院
校的高度评价，充分发挥对我省高职
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

近年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坚
守“技能人才的摇篮，技术服务的基地”
的办学理念，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专
业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
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质量和特色为
根本，立足学情变化和社会需求，适应

“互联网+”发展趋势，创新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育人机制，深化内涵建设，大
力推进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改革，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建设优势特色专业

学校立足河南、面向全国，依托水
利、服务社会，实施专业群建设工程，
以专业建设为核心，采取有重点、分层
次、滚动建设的办法，打造一批省内排
头兵专业、行业龙头专业、国内一流专
业、国际知名专业，带动与引领相关专
业发展，构建以服务现代水利为特色，
以服务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
点的专业体系。目前，已建设形成适
应行业需求、水利特色鲜明、效益显著
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工程测量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4
个优势特色专业集群；围绕服务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造与产业分布
形态相适应的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
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等7个骨干专业；
围绕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及中长期发
展规划建设重点，结合学校专业基础

开办工业机器人、设施农业等复合型
专业。学校有1个国家精品专业，2个
国家教学改革试点专业，5个国家重点
建设专业，13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全省本专科院校中第一）；主持
完成1个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以育人模式创新为突破
提升学生技能水平

深入探索育人模式创新，全面推进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推动专业与产业
升级相对接、课程内容与行业标准相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接，不断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岗·课·
证”相融通的课程模式、“教·学·练·做”
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考核+技能认
证”的考核模式，注重学生技能水平的
提升和学生职业素养、职业精神的培
育。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探索
分层分类教学、技能导师制和小班教学
等课堂教学改革。开展职业教育接续
培养和以学分转换、学力补充为核心的
职普互通探索。遵循高职人才培养规
律，形成了由“职业能力核心课程+专
业基本技能课程+专业核心技能课程+
职业拓展课”构成的层次化、模块化、系
列化的课程体系，积极开展基础性、优
质性、示范性、特色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学校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成效
显著，仅在2016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评选中获特等奖2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1项。
将竞赛机制引入教育教学过程，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形
成了教师练技能、课堂教技能、学生赛
技能，层层有选拔、师生全参与、专业
全覆盖的良好职业教育氛围。近年
来，学校获得各类国家级技能竞赛一
等奖70项，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测绘测量”项目团体一等奖 16 个。
2016年在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
与创新大赛上，与 985和 211 高校同
台竞技，荣获水利类团体“八连冠”。

学校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优质高职院校为发展目标，服务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探索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重点推进与涉外企业合
作，招收涉外工程的外籍留学人员，开
展订单培养，与中水六局合作招收的
首届 22名赤道几内亚水电站工程订
单班留学生2015年顺利毕业，上千名
毕业生在涉外工程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2016年，与澳大利亚、英国相关
院校合作办学的近 80名学生顺利毕
业，与俄罗斯南乌拉尔大学合作开办
的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
技术专业招生近百名。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
促进教育教学改革

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整
体战略的重要内容，教学信息化是教

育信息化的核心内容。学校将教学信
息化建设作为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
以“系统规划，分年实施，以奖代补，持
续推进，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循序渐
进，重在应用”为方针，更新思想观念、
创新管理机制、深化改革实践，在政策
导向、硬件支持、资金配套、推广应用、
能力提升和过程激励等方面采取系列
措施，不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持续推动优质资源建设与使用，推
进教与学方式方法改革，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以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为引领，以教
学空间建设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信息化
建设。“十二五”期间，学校投入2000多
万元优化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持校内专
业资源库建设、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目前，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教
学资源库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被确立
为全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2017
年升级改进支持项目；测绘地理信息技
术专业教学资源库被确定为2016年省
级建设项目，校内14个专业教学资源
库正全面建设。有400余位教师建立
了近300门课程教学空间。将评先、评
优、晋职、奖励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手
段，三年来，为教学空间建设、资源库建
设成效突出的部门和教师颁发专项奖
励130余万元。

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
合创新。以课程立项为抓手，2016年
学校立项 23门课程开展信息化教学
改革试点工作，教学团队在应用平台
上建设课程，共享教学资源、教学案
例，开展集体研讨、协同备课、批改作
业和在线答疑；教师灵活构建个性化
专属在线课程，精准推送特色项目，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翻转课堂”
等教学活动，实现了学习空间和课堂
教学的有机衔接。学生在云平台的网
络环境中，利用学习空间内的教育资
源进行个性化学习、学习交流、完成作
业、在线测试，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体
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彰显。举
办信息化教学大赛，带动全体教师革
新教育教学理念，提升信息化教学能
力。组织信息化教学改革经验交流
会、典型案例展示会，宣传推广运用教
学资源库促进教学改革的典型案例。
如水利工程制图教学团队基于学生空
间概念建立较难的现状，提出了基于

优质教学资源环境下的“讲练结合式”
典型学习方案，即“一化（化整为零）二
变（二维变三维、抽象变具体）三融合
（传统教学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工程图
与仿真模型融合、教学空间与教学资
源库融合）”的教学改革方案，水工建
筑物教学团队提出了基于虚拟教学仿
真系统的“实景模拟、项目引导、单项
观摩、分项集成”的项目化典型学习方
案，教学效果显著。

正值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实施
和高职院校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
的重要时期，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许琰表示，“人才培养质量是
学校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我校
将坚守质量生命线意识，紧抓机遇、勇
于探索、敢于担当，积极培育优势、突

出特色、形成模式，以质量文化建设为
引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专业建设为
核心，以课堂教学改革为切入点，以信
息化智能平台建设为基础，强化教师
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示范引领我省高职教育创新
发展。”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卫
东补充说，“我校正在创新构建任务职
责权限明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持续
有效稳定的质量保证系统，形成‘岗位
有目标，目标有考核，考核有标准，标
准有实施，实施有监测，监测有诊断，
诊断促提升’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
常态化的持续改进机制，建设特色质
量文化，大力促进‘五大体系建设’，确
保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无愧于
自己的责任与担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邀请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开展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法培训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信息化教学大赛表彰会暨经验交流会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与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