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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夏永

日前，从国际欧亚科学院（Inter-
national Eurasian Academy of
Sciences,IEAS）主席团会议传来消
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经
济地理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李小建教
授正式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小建教授此次高票当选，是国际
欧亚学院对其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李小建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区
域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作出了
突出的学术贡献：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
地理学理论框架；建立了中国的公司地
理学；开拓了农户地理研究；发展了经
济地理学小尺度研究方向。其先后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重点基金）8
项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际
合作及省部级项目22项。在国内外发
表学术论文266篇（SSCI/SCI 论文 15
篇），出版著作（含合作）20种，成果总被
引用9051次（2016.8.11统计）。其先后
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兼黄河分会理事长、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兼经济地
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
会常务理事，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主
办《经济地理》副主编，《经济经纬》主
编，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小建教授

先后获得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并授
予“人民教师”奖章、首批入选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当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受聘华东师范大学首批“紫江学
者”，2002年以来前后5届被聘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评委，2014年被聘为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评委。

据悉，本次院士大会根据国际欧亚
科学院章程，经过严格的程序，增选出16
位著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经济学
家为该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是由世
界著名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管
理与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团体，
成立于1994年，以“重视科技与经济的
融合；重视科学与技术的交叉优势；重视
人类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重视社
会重大问题的战略研究；重视国际，尤其
是欧亚大陆资源的创新融合”为使命。
总部设在莫斯科，目前设有欧洲（荷兰-
捷克）、欧亚（俄罗斯）和亚太（中国）三个
区域中心，并在15个国家建立了科学中
心，拥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
名院士、通讯院士和荣誉委员。国际欧
亚科学院现有百余位中国院士，均是国
际著名的中国籍或华裔自然科学家、社
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其中近三分之一
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其他
国家科学院、国际科学院院士。

6月4日，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赛项开幕式在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据了解，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软件测试”赛项于6月4日至6月6日在该校举行，大赛由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财政部等37个部委主办，由河南省
人民政府、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许昌市人民政府
承办。据大赛承办方介绍，河南高校举办此类大赛尚属首次。 （汪浩）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杜启伟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创建于1975年，
隶属于国有特大型骨干企业、世界500
强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国家级重点技工
院校、河南省示范性技工院校、河南省政
府批准设立的首批技师学院、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特有工种安全生产培训机
构，中铁技工教育集团牵头院校。

学院坚持立足河南、面向铁路、辐射
全国的办学定位，坚持“现代化、高质量、
有特色、创一流”的办学思想，以打造“行
业领先，省内一流，全国知名”的技师学
院为目标，以为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和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为己
任，以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为学生提供
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追求，大力实施质量
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开放活校、和
谐治校发展战略，拓宽办学思路，创新办
学体制，形成以职业教育为主体，集职业
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安全生产培训和成
人学历教育于一体的多元化职业教育模
式。在办学过程中，坚持以铁路建设为
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专业
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专业教学
改革，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实施产学一
体、工学结合、订单式培养的专业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实现学院与企业、专业设置
与就业岗位“无缝对接”，走出了一条内
涵发展、多元发展、合作发展、特色发展
和创新发展之路。

学院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3万
平方米。现有在校生8400多人，专兼
职教师230人，设有铁道工程、机械工
程、电气工程、信息工程四个教学系，开
办工程测量技术、工程试验与检测、城
市轨道产能技术、铁路桥梁施工技术、
物资管理、工程机械技术、机电一体化、
盾构设备使用与维护、铁道机车车辆、
汽车驾驶与维修、焊接工程技术、电气
工程技术、铁道电气化、轨道交通供电、
铁道信号、电工电子、高铁乘务、轨道交

通运营与管理、会计与办公自动化、航
空服务与管理20个高级工、预备技师
层次的全日制教学专业。所设专业能
够满足铁路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专业
人才的需要。

学院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形成
了“从高校及企业引进优秀教师，从企业
聘请优秀专家任教，教师去企业挂职锻
炼，选派骨干教师去国内、外有关机构培
训，激励教师学历、技能提升”的系统性长
效机制，造就了一支理论精、技能强，有工
匠精神的师资队伍。学院建有120多个
多媒体教室；建有混凝土、集料、土工、力
学、水泥、数字绘图等14个铁道工程类实
验实训室；拥有全站仪、RTK、电子水准
仪等先进测量设备200余台套；建有汽车
发动机、底盘检修、液压气动、盾构设备操
作、机械装调、柔性生产线、钳工、焊工等
19个机械工程类实验室；建有PLC、电气
安装、低压电工、高压电工、机电一体化、
楼宇自动化、桥式起重机等22个电气工
程类实验室；建有铁道电气化、铁道线路、
起重装吊、铁道信号、牵引变电所、汽车驾
驶、工程测量等10多个室外实训场所。

学院依托铁路行业背景建设特色专
业，紧贴企业需求，畅通就业渠道，使学
院保持了充分的办学活力。学院随时关
注中国铁路的发展态势，依据中国铁路
发展，特别是中国中铁的企业文化、产业
格局、科技进步、工艺水平等，确立了学
院的校园文化、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学
院每年举办一次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
家、工程技术专家参加的咨询会，听取与
会专家的建议和意见，适时调整专业设
置和课程设置。教师去企业挂职锻炼，
及时学习新知识，了解新工艺，掌握新技
能。教学活动中，针对性强、学生积极性
高，适应岗位要求的能力容易形成。学
院一直秉承“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以质量为核心，以铁路为特色”的办
学理念，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安置，先
后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通、中
国建筑、中国水电、中国核电、中国冶金
及多家城市轨道运营公司等大型国有企
业的200多家子分公司建立了良好的高
技能人才供需合作关系，就业渠道畅通，
毕业生就业率达100%，其中在铁路等
国有企业就业达80%以上。学院先后荣
获国家人社部抗震救灾突出贡献学校，
河南省校企合作先进单位、招生工作先
进单位、教育质量社会满意学校，郑州市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教研教改工作先进
单位，中国中铁、中铁三局和中铁宏达中
心职业教育标杆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
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等荣誉称号。

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许多家长
为了让孩子考出好成绩，开始了全家

“总动员”，让孩子进入“一级备战”的
紧张状态中。孩子一丝焦虑，父母万
分紧张；孩子半点茫然，父母方寸大
乱……面对高考，父母是一群最特别
的“考生”。父母的良苦用心可以理
解，但问题在于，这份苦心很可能对
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在给
很小的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
神贯注地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

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目的颤
抖”，目的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成功。出
现这种现象，可以用心理原因来解
释。对一件事过于看重，心理就会紧
张，而一紧张，往往就会出现精力分
散、动作走形等不良反应。如此一来，
失手也就在所难免。孩子的心理非常
敏感，当父母对孩子极度关注围着孩
子打转时，孩子自然明白，父母这样
做，都是为了让自己考上一所理想的
大学。随之而起的，就是孩子的担心：
万一考不好怎么办?万一对不起父母

又怎么办?要想对得起父母，那就一定
要考好。“一定”多了，孩子的压力自然
就会随之加大，而过于沉重的压力，对
考生有百弊而无一利。

高考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高
考急功近利的心态，家长对名校的过
分推崇，学校对升学率的过度追逐，让
不少学生喘不过气来。人为地制造

“赶考”的气氛，不仅起不到良好的效
果，甚至会适得其反，还可能给考生身
心健康造成伤害，每年各地都有不少
考生因考前过度疲劳和紧张或心理压

力过重，而导致临考时突然病倒影响
考试或发挥失常。

当今社会选择多元化，高考已不
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仅仅只是
一次升学考试，高考之后的人生道路
更长，挑战更大。如果在起步阶段就
树立这样急功近利、香风毒雾的人生
目标和价值取向，根本不利于个人的
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疏导考生压
力，保持一颗平常心，尽力而为，轻松
迎考，每个考生都是考场上的赢家。

（鲁庸兴）

我省再添一名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5月29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
国商业统计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总
决赛在大连工业大学落下帷幕。由
商学院2015级学生组成两支队伍
代表郑州大学参加了比赛，最终经
过激烈角逐，取得了国家一等奖和
国家二等奖的优异成绩。本届全国

赛本科组共有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
的205支队伍参赛。此次比赛推动
了高等学校学生课外学术活动的发
展，对于引导大学生创新和实践，提
高大学生的组织、策划、调查实施和
数据处理与分析等专业实战能力以
及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服务
意识、市场敏锐度和团队协作精神
有着积极影响。 （杨明 韩淼）

5月28日，河南理工大学工商学
院师生举行了“‘爱心粽子’情暖‘城市
美容师’”活动，积极进行爱心捐赠，并
把募集的善款全部购买成粽子赠送
给他们。在河南理工大学工商学院
师生给焦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环卫
工人分发粽子的过程中，许多环卫工
人脸上写满了感激和欣慰的笑容。
据了解，为激励广大师生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服务精神，
河南理工大学工商学院市场营销系
党支部成立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
了“关注城市环卫，爱心公益捐赠”系
列志愿服务活动。5月24日，该院向
全院师生发起爱心捐款倡议，并开展
了爱心募捐活动，收到师生捐款3600
余元，买成粽子给环卫工人们送上了
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徐春浩）

近日，河南省大数据领域创新
平台遴选结果揭晓，信阳师院申报
的教育教学大数据分析与质量评价
工程研究中心入选，获批为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该中心由信阳师院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牵头，联合新
华三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索易格智
能系统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中心将
围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求，针对
高等教育大数据应用与推广问题，

在学习分析预警、教育管理决策、教
育教学评价及教育个性化服务等方
面开展大数据分析与研究，为高校
管理、教学评价、智能教育等提供技
术支持，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
展。据悉，本次批准组建的省级大
数据领域创新平台共60个，其中大
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15个、大数据
工程研究中心15个、大数据工程实
验室30个。 （李东晓 李娜）

5月26日—30日，2017中国工
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在中国
矿业大学(徐州)拉开帷幕。经过激
烈的角逐，南阳师院刘伟、刘红钊老
师指导的“黑洞战队”和崔明月、刘
伟老师指导的“Future战队”在机
器人竞步窄足项目和机器人竞步交
叉足项目中夺得 2 个季军（特等

奖），其他参赛队获得了2个二等
奖，5个三等奖。据悉，中国工程机
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际工程机器人联盟主办。来自清
华大学、天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
1797支代表队,3555名师生同场竞
技。 （郭立焕）

日前，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机器
人竞赛在郑州轻工业学院举行，其中

“工业机器人3D打印挑战赛”赛项吸
引了来自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
院等高校的17支代表队参加。河南
广播电视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组成的
代表队经过努力拼搏、团结协作，取
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此次大赛由

河南省科协、河南省教育厅和河南省
科技厅联合主办，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承办。
省内55所高校的728支队伍共计
2100多名学生参加了机器人武术擂
台、机器人游河南、机器人竞步、机器
人创新设计、工业机器人专项赛等12
类31项比赛。 （王登科）

5月26日至27日，“三好软件
杯”河南省第一届建筑施工仿真应用
技能大赛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大、中专和本
科院校的53支代表队159名选手进
行了“土木类基础工程”“土木类主体
工程”“装饰与装修工程”和“屋面综

合”四个专项的理论和实操比赛。经
过激烈角逐，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第
二代表队李俊杰、刘怀东、马帅帅获
得了中职组团体总冠军，第一代表队
崔晨光、张澳、董红海获得了中职组
团体一等奖，学校也获得了本次比赛
的优秀组织奖。 （张建锋）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龙子湖第四小学隆重举行了学生趣味体育运动
会。本次运动会以“阳光、健康、参与、娱乐”为目的，以“全员参与”为原
则，采取竞赛形式进行，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们的活动积极性和运动热
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同学们锻炼了身体，而且体现
了团队合作精神，兼顾了趣味性与互动性，增进了班级凝聚力，丰富了同
学们的课余生活。 （尹占岭）

6月1日，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到金水区柳林
镇第八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
为同学们送来了特别的节日礼物和
慰问。杨金路街道办事处精心挑选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芳、曹文轩、
王一梅等作品600多册，为孩子们送
上益智、寓教、美德的精神食粮，受到
师生的热烈欢迎。柳林八小校长袁

全营表示，此次赠送的著名作家书
籍，是学生们六一国际儿童节收到
的最好的礼物，不仅能开阔学生们
的视野，提高文化素养，还丰富他们
的课余生活。本次爱心捐赠活动的
开展不仅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送
去了关爱和温暖，还进一步弘扬了
中华民族友爱互助、无私奉献的传
统美德。 （陈华）

郑大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大赛中取得佳绩

河南理工大情暖“城市美容师”

信阳师院获批河南省大数据研究中心

南阳师院在国际公开赛中喜获佳绩

河南电大摘得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冠军

河南水校在省建筑应用技能大赛中摘得桂冠

金水区柳林镇八小收到最好节日礼物

铁路技术工人的摇篮
——记奋进中的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面对高考要有平常心教育时评教育时评

6月3日，河南师大首届“魅力化学”科技文化节在该校图书馆广场前
举办，希望通过趣味实验、知识竞猜等方式让化学实验走下“神坛”，让普
通人得化学之趣，悟化学之美。当天，现场设置了趣味化学实验、化学益
智游戏、创新创业作品制作和化学仪器展览。学生还展出了学生自主制
作的手工皂、叶脉书签、洗手液等绿色化学手工产品。活动吸引了全校众
多师生参加，不少市民也带着孩子前来观看。 （王艺涵 桑烨含）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南门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院长苏永东

李小建教授访问世界著名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公司ESRI，与公司高层探讨人才
培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