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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邓州市隆重召开庆祝
教师节暨教育教学质量表彰大会，
该市拿出498万元重金奖励教育功
臣和教育先进，为历年来最高。其
中，高中教育奖金392万元，初中教

育奖金共计65万元，小学教育奖金
共计 41万元。近年来，邓州市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始终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最大限度办好教
育实事。 （刘钰 冀星）

教育动态

9月 11日清晨，郑州大学2017
级万余名新生在五星广场举行了升
国旗仪式。偌大的广场上队伍井然
有序地排列，在晨雾的映衬下，一排
排身着军装，身姿挺拔的学子构成
了郁郁葱葱的“丛林”。郑州大学把
举行升国旗仪式作为新生入校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举
行升国旗仪式，增强学生的国家观
念，对学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
校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维
护社会和学校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

（罗碧 王攀）

9月 8日，教育部副部长、党组
成员杜占元一行来到郑州调研秋季
开学工作。在郑州七中，杜占元和
学生一起用平板电脑体验了一堂

“智慧课堂”。据天闻数媒科技有限
公司驻校咨询顾问陈云帆介绍，学
生通过平板答题后，系统智能批改、
智能分析考试数据，针对学生，给出

个人成绩分析和薄弱知识点，智能
推送学习资料和练习试题；针对老
师，给出班级成绩分析报告，帮助学
生精准定位诊断，帮助老师科学决
策。目前，郑州七中“智慧课堂”占
到了总课时量的 50%。到 2018年
年底，将覆盖全校师生。

（梁美兰）

9 月 9日至 10日，郑州轻工业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7级研究
生新生入学第一课户外拓展培训在
新郑市举行。来自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教育中心、MPAcc教育中心
及普研班共计 60余名学生参加这
次户外拓展培训。通过“众志成城”

“管道接力”“驿站传书”“坎坷人生

路”等游戏活动，同学们一次次深刻
领悟到团结、协作、坚持、感恩的深
刻内涵。目前，郑州轻工业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现拥有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MBA、MPAcc两个专业学位授权
点及物流工程硕士授权点。

（郭栓坡）

9月 10日，郑州市第七十七中
学的大门口早已摆满鲜花，洋溢着
节日的喜庆氛围。教师进入校园，
映入眼帘的是迎接他们的校领导
奉上的一束束美丽的鲜花，接过校
领导献出的鲜花并听到校领导对
他们的祝福语时，老师们的脸上无
不洋溢着阳光灿烂的笑容。郑州

市第七十七中学校长孟建锋表示：“教
师节是所有教师的节日，每一位教师
在教师节都应得到问候和祝福，教师同
样也要追赶社会的潮流，过一个与时俱
进的教师节。学校通过这种方式来庆
祝教师节，既让老师们觉得清新、典
雅，同时，更是拉近了学校领导与教
师们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时煊）

郑州大学举行万人升旗仪式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点赞郑州七中智慧课堂

郑州轻院举行2017级研究生拓展培训

郑州第七十七中学教师节活动清新、典雅

本期关注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据悉，2017年济源市高考成绩
再次实现新突破，清华北大录取10
人，香港中文大学录取3人，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录取
8人，全省理科前10名该市有2人，
文科前50名该市有4人，全市一本
上线1321人，二本上线4205人，各
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名列全省前
茅。济源市委市政府专门予以市教
育局通令嘉奖。

教育优先 香飘中原

据了解，近年来，济源市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坚持教育大投入促进
教育大发展，先后投入近10亿元建
成投用济源高级中学、沁园中学、天
坛路幼儿园等一大批中小学幼儿
园，特别是 2016年以来，在经济形
势复杂困难的形势下，全市公共财

政教育支出9.37亿元，占全市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16.47%，全市中小学
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市教育事
业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喜人
局面。

“今年6月 1日，济源市委书记
张战伟到济源一中调研，深入师生
中间，详细了解学校的基础设施建
设、教学管理情况和学校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问题，亲切看望、慰问奋战
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为他们加油
鼓劲，更为学校发展明确了方向，注
入了强大动力。”9月8日，全市教师
节表彰会上济源市第一中学韩玉奎
校长在发言中说。

7月 24日，张战伟在该校高考
成绩汇报上批示：“济源一中今年捷
报频传，硕果累累，战果辉煌，令人
振奋和骄傲！这是全校师生坚持党
的教育方针，改革创新，顽强拼搏的
结果。建议市政府予以嘉奖和奖

励，以资鼓励。建议抓紧研究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充分调动教职工改
革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在全市营
造尊师重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
浓厚氛围。”

政策搭台 硕果累累

据了解，2008年，根据教育部
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
教育的意见》精神，该市率先出台了
《关于中招加试音乐美术课程的意
见》，对音乐、美术课程实行中招加
试。2017年，该市第三次加大中招
音乐、美术分数权重，各按 30分计
入中招成绩。三次调整体现了音美
教育逐步深入教育内核的探索过
程，实现了教育由浅入深的发展规
律。近年来，该市开齐开足音美课
程，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学生艺术节、
国内外艺术交流活动，音美教育的
芳香香飘中原大地、国内国外。同

时，该市还通过吸引校外艺术人才、
民间专家搭建起了校外课堂。

王屋琴书是一种传统说唱艺
术，距今有150多年历史。近年来，
该市抢救、挖掘王屋琴书这一民间
艺术，并把王屋镇大路小学定为“王
屋琴书”传习所。该校郭水印老师
和学生们排练出《赞济源》《愚公移
山》等“王屋琴书”节目，在传承文化
的浸润中茁壮成长，艺术之花开在
王屋山上，绽放在济水之源。

近年来，济源市各校设立书画、
声乐、舞蹈等各类特长兴趣小组
1000多个，呈现出“校校有特色、班
班有特点、人人有特长”的发展格
局。近5年，全市已有近3000名考
生升入艺术类本科院校。

“济源教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
济源市委市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为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该市教育局局长刘善祥说。

仲夏，犹如怒放的生命之花，热
烈奔放，尽情舒展。茑萝的婆娑，蝉鸣
的悠扬，不时化作一阵阵让人遐想的
风，掠过案前堆积的作业本扑面而来。

年华在四季里轮回，岁月在时
光中变迁，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风
雨兼程的跋涉？我们该怎样度过，
才算是不虚掷年华，不空度光阴？
也许每一个胸怀大志的少年，都时
时面对着这个答卷……

立志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报
效祖国、无愧于时代的人，就应该紧

握生命的缆绳，不忘初心，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靠点点滴滴的努力一步步
把梦想化作现实。当然，这会是一个
长路漫漫的过程，旅途多坎坷，行进
多波折也在意料之中，就像这风和日
丽的夏日，时而黑云压城，时而彩霞
满天，只有那些栉风沐雨百折不回头
的青春，才能领略云开雾散天初霁、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壮丽！

热火朝天的夏季，是年轻人的
专属，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
忱，挥洒的快意更是淋漓尽致。欲

将前程入丹青，不负韶光火样红。
当下的我们有朝气、有活力、有迸发
的才思去描绘理想的彩云，同时也
有胆略、有豪迈、更有无限的创意去
搭建那些愿景中的七巧板。

当我们梦想着出类拔萃，渴望成
为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坚定的信念最
为重要。《士兵突击》有两句台词似乎
就是讲给我们这些初出茅庐、涉世未
深的年轻人的。其中一句是，你不能
混日子，否则日子也会混了你。另一
句是，年轻人一定不要总想着活得太

安逸，太安逸会有惰性。这些看似浅
显明了的语句，却承载了耐人咀嚼的
哲理。蓦然回首，它是不是与“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业精于
勤荒于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天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联
翩古训箴言有着千年穿越的契合？

锻造精神品格，发奋努力自强，铭
记内心坐标。做到肩上有责任，心中
有梦想，这就是我们人生引航的罗
盘。 （郑州外国语学校 屈重华）

济源教育花开满园春

不负韶光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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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上午，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与社会风尚，增
强教师对投身教育事业的荣誉感，郑州市幸福路小学南校区举行
了教师节献礼。随着熟悉的音乐和温暖的小视频,活动拉开了帷
幕。当所有的老师沉浸在他们的师徒情深时，一群可爱的小天使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登上舞台，双手捧着鲜花献给老师，借此表达
对老师最真挚的感谢和尊敬。老师们手里捧着鲜花，脸上洋溢着
幸福而又欣慰的笑容。 （贺娇娇）

焦作师专老师勇夺全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
8 月 27 日—9 月 8 日，由国家

体育总局主办的第十三届全运会
在天津举办，焦作师专教师赵磊勇
夺乒乓球女子（30-39 岁）组单打
冠军。赵磊自幼热爱乒乓球运动，
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焦作市教育系
统比赛并荣获冠军。在2014年河

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
身大会社会组乒乓球比赛中，获得
女子单打一等奖，在 2016年“乒动
中原”河南省第二届乒乓球大众公
开赛总决赛上，赵磊在女子青年组
比赛中携队友夺冠。

（杨牧野 薛涛）

●● ●● ●●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录小学举行了防震减灾安全逃生演
练。随着辅导员老师的一声令下，全校300多名学生以班级为单
位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图快速疏散，各行其道，在不到2分钟的
时间内，全部安全、有序、快速地到达了学校操场。通过本次模拟
演练，不但进一步增强了师生在自然灾害来临时的安全意识，而
且锻炼了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下的安全自护、自救能力。（朱锋）

9月10日，南阳师范学院2017级迎新工作圆满结束。来自
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8000多名新生齐聚卧龙岗上，笑迎
大学生活。为确保新生快捷有序入学，南阳师范学院在火车站、
汽车站、机场设立接待站，安排迎新专车接送学生到校报到；在校
园设置接待站点、咨询点、医疗救护点等，为新生缴费、住宿等提
供服务。 （付中欣 郭立焕）

今日潜心育英才 明朝展翅击长空
——安阳工学院党委书记任中普、校长景国勋谈建设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大学纪实

□王体 李德平

古老的洹水滋养了安阳三千余年的文
明，殷墟的甲骨文、博大精深的《周易》、精
忠岳飞、曹操高陵……让安阳在中华历史
上熠熠生辉，震撼心灵的红旗渠、恢弘的中
国文字博物馆也在默默述说着此地的文化
积淀。诞生于这片热土的安阳工学院,自
成立起便浸润于地方优秀文化之中，不断
汲取它的营养，形成了“明德修身，立风养
性，博学致知，笃行建业”的校训和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的校风。学校始终坚持“地方
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潜心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为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
智力和人才支持。

基本发展思路及理念

近几年，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紧紧瞄准“建设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1个
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质量立校、特
色兴校”“3大战略”。全力推进“2项重点”
工作：一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积极申办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二是着力推动航
空特色专业集群建设，拓宽专业、扩大招
生，打造鲜明办学特色。加快推动“人才建
设工程、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学科攀登工
程、条件保障工程”“4大工程”。聚合力、抓
落实、重改革、求突破，着力提升办学实力
和水平，着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度。其中“1”是统领，“3、2、4”是支撑，
或说是途径。

办学经验及特色做法

在打造特色鲜明应用型大学的探索中，
安阳工学院总结出的“四大”典型做法：

一是打造紧密对接产业链的应用型专
业集群。学校聚合力打造了包括航空、先进
装备制造、土木建筑、化学化工、电子电气与
信息技术、生物食品及农产品专业等6大工
科专业集群和应用文科专业集群。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学校围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安阳市打造航空运动之都等战
略举措，成立飞行学院，开办飞行技术专业，
成为全国第9所、河南省唯一一所培养飞行
员的高校，该专业采用订单式培养，“2+2”模
式，通过校校、校企、校地等合作模式培养飞
行技术人员。学生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
知识和基本的认知实践，后两年到美国
SARRA、ISCAO、SAA航校和青岛九天国
际飞行学院等国内外飞行训练机构练习飞
行，获得飞机驾驶执照。为了更好锻炼学习
的实际动手能力，去年，学校花巨资购买了
一架波音737-300客机，以它为中心构建飞
行机务实训中心，切实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学校已招收飞行技术专业学生228名，培养
的第一批飞行员已于2016年顺利毕业，全
部拿到飞行驾驶执照，顺利飞上蓝天。目
前，他们的年薪已达到20万元-30万元。学
校以飞行技术专业为核心，相继开办了交通
运输（民航电子电气方向、民航机务工程方
向和签派方向）、物流管理（航空物流）、空中
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等专业，将继续开
办飞行器制造工程、航空安全工程、机场运
行与管理和飞行器适航技术等新专业，打造

“航空专业集群”，目前已初显成效。
二是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

推进“2534”人才培养模式即2个原则，5个
模块，3类分流，4年不断线。学校根据具体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需要，结合学校传统
优势，构建了融素质、能力、职业“三位一体”
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这个模式的
目标定位就是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的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该模式遵循两个
基本原则，一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原
则，二是重知识、重专业、有一定岗位指向性
原则。这个模式通过五个模块组合、三类分
流培养两个做法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要求。五个模块组合指为了实现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了五个课程
模块，即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
课、专业方向课、综合实践课，这五个模块的
课程根据需要按比例、按方向进行组合。三
类分流培养就是在专业选修方向课程模块
为每个学生设置了2-3个职业方向主模块
课程和2个副模块课程，都是与就业岗位对
接的，学生在第六或第七学期自主选择一个
职业方向主模块和一个职业方向副模块，目
的就是与岗位对接，突出人才培养的岗位指
向性。在实践教学方面，坚持四年不断线。
除在所有课程教学中全面渗透课内见习和
课内实训并做好课程实验外，在职业方向主
模块还要设置为期三个月的顶岗实习（“2+
2”除外）。综合实践课程模块内设置内容丰

富的综合实习，确保实践的全程性、连续性，
这些都体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完全
融合，突出了应用能力培养。同时学校大力
推进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与中鑫
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惠普公司、中国农
科院棉花所和鑫歌商贸公司等联办“中鑫
班”“惠普班”“棉花班”“电子商务精英班”，
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成为中德职教
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常务理事单位，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成员单位
等。

三是创新开展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
学校近年来建有“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安阳工学院分中心”“河南省动
物疫病防控与营养免疫院士工作站”“棉花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安阳工学院基地”

“生物再生能源装备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河南省高精密主轴工程实验室”“河
南省高校机床测试与仿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河南省全媒体科普传播中心创作基
地”等省级应用技术研究平台及市级重点
实验室 8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个，
与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共建“微精密制造”

“环境工程技术”2个研发中心。承担国家、
省部级科研项目120余项。学校先后与河
南能源化工集团、安阳鑫盛机床公司、中国
农科院棉花所、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安阳兴亚洗涤用品公司、安阳建工集
团、安阳市科技局、安阳市商务局等单位开
展政产学研合作，联合技术攻关，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国家“863”专项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等。学校为安阳翔宇公司开
发的康复机器人产品被北京301医院、协和
医院、郑大一附院等多家知名医院应用，
2015年 5月，《河南日报》以《安阳工学院校
企联姻开花结果》为标题对安阳工学院与
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公司共同研发康复训
练机器人进行了报道。2016年学校荣获河
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科研成果的
新突破。学校还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优秀奖。

学校把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科
研机构的合作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
务社会能力的重要渠道，通过深入合作提供
有效服务，以服务求支持，以支持求发展。
一方面，学校每年有计划地抽调青年骨干教
师到合作单位顶岗学习或挂职锻炼，为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和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在安阳
市开展的“百名专家帮百企”活动中，75%的
专家来自该校。另一方面，学校主动履行社
会服务职能，为企业行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专
业培训。如该校生物工程学院每年承担国
家“阳光工程”培训项目，三年来累计培训农
技人员3850名；为安阳市水务系统开设“水
务班”，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安阳市供电系
统开设“电工班”，培训技术能手；积极申报
和参与政府招标课题项目，为地方政府决策
服务，三年来累计中标近40项；积极参与行
业规划制定，主持编写了《安阳市装备制造
业发展规划》《安阳市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
发展的若干举措》《安阳市数控装备制造业
技术路线图》《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技术路线
图》《有色金属深加工技术路线图》《中国制
造2025河南行动纲要》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造装备研究报告等；参与编制《安阳市“十二
五”发展规划》《安阳市“十三五”发展规划》
等，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和为政府提供政策咨
询的能力显著增强。

四是开创特色文化育人体系。实施“安阳
文化进校园”工程，建成安阳特色文化教育网
站，开设安阳文化系列选修课，建成安阳文化展
馆。2015年获批河南省第一批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特色品牌重点建设项目。学校还荣获“河
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品牌”等。《光
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河南日报》等媒体对该校
办学特色进行了专题报道。

建设成效及未来展望

近年来，由于学校潜心致力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扎实推进内涵式发展，学校各项工
作得到了社会、家长和学生的高度认可，先
后获得“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十大创
新创业典范高校”“河南高等教育最具品
牌影响力的典范高校”“河南省引进国外
智力先进单位”“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
最佳示范院校”“河南综合实力 20强领军
高校”“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领军高校”等
荣誉称号。

展望未来，全校师生信心满满，只要学校
朝着既定的发展道路，脚踏实地开展应用型
人才培养，安阳工学院的明天一定像他们培
养的飞行员一样，翱翔于蓝天，引世人注目。

邓州市重金奖励教育功臣

优美的校园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