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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11 月
19日晚，2017年全国武术散打
冠军赛在江苏扬州落下帷幕。
经过7天的激烈较量，以登封塔
沟武校学员为代表的河南选手
收获颇丰，他们总共获得了 10
金3银11铜的优异战绩。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的 2017 年全国
武术散打冠军赛，是今年除全
运会之外，水平最高、规模最大
的全国性散打赛事。共有来自
全国各省、市以及行业体协 44
支代表队的 413名运动员报名
参加。比赛设有男子组48公斤
级到 100 公斤以上级、女子组
48公斤级到 75公斤级共 19个

级别。
本次比赛，登封塔沟武校

的学员代表河南以及郑大体院
等队参赛。作为散打项目中的
王者之师，河南选手们最终收
获了大赛所设 19 个级别中的
10个冠军。其中，在全国十三
运会散打比赛中夺得小团体冠
军的申国顺、叶翔、贺晓朵、范
千慧等队员，在本次比赛中也
再次摘得了各自级别的桂冠。
除了 10个冠军外，塔沟学员们
这次还为河南贡献了 3个第二
名、11 个第三名和 10 个第五
名，河南代表队更是获得了“体
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荣誉称
号。⑥9

近日，备受关注的2017-2018
年郑州市“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
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开幕式在郑州市
第七十四中学体育场举行，该阶段
比赛全省共有 398 支参赛队伍报
名，创造了该项赛事开办以来参赛
队伍数量的新纪录。

自2016年 9月，河南省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全省足
球特色学校使用“河南校园足球管
理平台”以来，郑州市就已经在
2016~2017 赛季“市长杯”校园足
球联赛中使用。今年，河南校园足
球管理平台配套的校园足球APP，
实现了直播比赛 128场、累计几十
万观众收看直播比赛……校园足球
管理系统的科学化与智慧化程度不
禁让人赞叹。 （校足办）

11月 15日，体彩大乐透第
17134 期在全国开出了 2 注头
奖。其中 1 注为 1600 万元(含
600万元追加奖金)的追加投注
头奖，出自重庆；1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黑龙
江。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
号码 07、18、19、32、34，后区
开出号码 02、10。前区奖号集
中 在 中 大 号 区 域 ，最 大 号 码

“34”，最小号码“07”，大小比
4∶1。热号主导前区，“19、32”
携手复制上期，“34”、“18”分
别间隔两期和三期再度开出。
后区开出“02、10”一小一大两
个偶数，其中“10”为隔期开出
号码。

当期大乐透共中出 2 注千
万头奖，分落黑龙江和重庆。其
中，重庆彩民中得 1600万元追
加头奖。

数 据 显 示 ，重 庆 中 出 的
1600 万元头奖出自沙坪坝区，

中奖彩票为一张“7+3”复式追
加票，共中得追加一等奖 1注、
追加二等奖2注、追加三等奖10
注、追加四等奖 30注及若干小
奖，单票中奖金额1641万元。

黑龙江中出的1000万元头
奖出自哈尔滨市，中奖彩票为一
张“10+2”复式票，共中出一等
奖 1 注、三等奖 25 注、四等奖
100 注、五等奖 100 注、六等奖
26注，单票擒奖1013万元。

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
小幅攀升，滚存至43.84亿元。

(陈星)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落幕

河南选手斩获十金

大乐透再送两头奖本报讯（记者 黄晖）11 月 18日、19
日，新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男、女排的
比赛分别再战一轮。面对劲敌，河南男、
女排虽然双双以0∶3败北，但两位教头均
表示，与强队过招的比赛，就是年轻队员
学习锻炼提高的机会。

11月19日下午开始的中国男排超级
联赛第四轮较量，河南天冠男排坐镇南阳，
在新赛季的首个主场迎战江苏队。结果，
以杨学帅、李易泽、袁宝林等年轻球员
担纲的河南男排，最终以 18∶25、20∶25，
20∶25完败于阵容以老带新的江苏队。

纵观整场比赛，河南男排暴露出的问
题诸如经验不足、心态不稳导致主动失误
增多等，基本都可归纳为“太年轻”。河南男
排主教练梁杰也在赛后总结时说：“今天的
比赛结果在情理之中，因为江苏队是国内
强队。全运会后我们队伍调整比较大，今
天场上队员基本都是从青年队上来的，为
的就是下一届全运会。年轻队员没有打过
大赛，新赛季希望通过联赛主客场的磨合，
让他们尽快适应比赛，尽快提高。与强队
比赛打多了，自身的不足就能更好地认识，
就会对后面的训练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而对手江苏队主教练卢卫中也在点
评比赛的同时送上祝福：“河南男排大面
积换新人，队伍年轻一些，我们经验足一

些，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希望河南队尽
快磨合好。”

而在此前一天的11月 18日，中国女
排超级联赛也结束了第六轮的比赛。河南
银鸽投资女排北上沈阳，挑战辽宁广电沙
鸥女排，结果河南女排以 15∶25、19∶25、
13∶25，送给风头极劲的对手六连胜。

虽然是六轮五场未尝一胜，不过河南
女排主教练詹海根和队长胡丹丹觉得球队
毕竟在进步。“河南队今天抱着学习的态度
和辽宁队进行这场比赛。因为我们队伍很

年轻，通过边训练边比赛来提高技术水
平。今天的比赛我们打得还是比前几场有
进步，特别是在一传上打得好一些，希望接
下来提高得更快。”詹海根赛后表示。

胡丹丹则认为：“这么多场比赛下来
我们也在一天天进步，之前暴露的一些问
题，我们已经有所好转。”

下一轮联赛。河南天冠男排将于11
月 23日继续坐镇主场迎战辽宁队，河南
女排也将在 11月 25日回到主场迎战福
建队。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党的十九大胜
利闭幕后，作为河南团里唯一一名体育
系统党代表，雅典奥运会冠军、中原网球
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孙甜甜就一直
奔波于各处，向全省体育界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而在11月21日下午，孙甜甜
就将前往省体育局的定点扶贫点夏邑县
太平镇孟李庄村，与当地的 100余名镇
干部以及孟李庄村两委班子，分享自己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
对于这次深入扶贫点进行十九大精

神宣讲，孙甜甜也是做足了准备，她不仅
重温了自己十九大期间的学习笔记，还
专门与省体育局驻孟李庄村现任第一书
记王红航、新任第一书记田间以及驻村
工作队的许洪波、周光等同志进行了交
流，写了一篇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宣讲报
告。孙甜甜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体

育的论述，为我们体育工作者指明了方
向、明确了任务目标。我们体育人需要不
断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发扬体育精神，切
实践行十九大精神。此外，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的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和乡村振兴战
略，是指导开展基层精准扶贫和乡村治
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扶贫工作中更要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十九大精
神来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省体育局驻孟李庄村新任第一书记
田间表示，太平镇和孟李庄村将孙甜甜请
来宣讲十九大，也是当地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重要一课。下一步，村两委将
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活动，以十九大报告指导基层
党组织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
村等工作实际，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活动推向新的高潮。⑥9

排超联赛再战一轮

河南男女排双双输掉“学习赛”

从“备战”到“备课”

奥运冠军变身十九大精神宣传员

河南校园足球
赛事升级管理创新

河南男排输在年轻 本报通讯员 苏丽 摄

□琚彬

在高楼林立的郑东新区 CBD 中
心，有这样一所环境幽雅的现代化学
校：她回应社会对优质资源的需求而
建，秉承“启智励行，照亮自我”的教育
价值追求，拥有一流的硬件和一支“至
真至善、至亲至理”的教师队伍，立志
打造河南省基础教育品牌，办成全国
知名品牌学校。

她就是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
学，由河南省实验小学联合河南省实
小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走
过11载光阴。

11年间，她从无到有，从平凡到精
彩，办学规模从最初 24个教学班，一
路攀升到 80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达
2800多人，占地 120余亩。每班不超
过36人的小班化教学，保证每个学生
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

11年间，她坚持“全人格，重个性”
特色教育价值体系，通过教育教学实
践活动，使每个孩子智慧得到启迪，思
想得到洗礼，行为得到规范，让他们沐
浴着教育的阳光自主发展，呵护着本
真的生命光彩。

11年间，她的师资在不断壮大。
目前学校共有教工249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1人，省特级教师2人，省级名师5
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7人，省骨干教
师15人，出国交流教师30人次，国家
级、省级优质课获奖教师40余人。

11年间，她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
校前来参观学习，每年多次接待全省
国培学员、乡村教师进名校、美国校长
访华团……承办全省语文、数学、英
语、音乐、体育、美术、信息等学科教学
交流活动。

11年间，她收获了“河南省文明学
校”“河南省人民最满意的民办学校”

“河南省校园文化艺术先进单位”“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和
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训练基
地、全国软式垒球运动推广试点单位、
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教育示范基地、
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校
等一系列沉甸甸的荣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郑东小学
凝练核心素养，以特色教育促全面发

展，撑起孩子的幸福人生。校长张青
恳切地说：“我们的教育，是让孩子沐
浴阳光、怀揣幸福地生活，我们的学校
要办得让社会尊重，让家长满意，让孩
子喜欢，让老师留恋，让同行向往！”

沐浴阳光，健康成长

走进郑东小学，“沐浴阳光，自主
成长”八个大字赫然书写在大门口的
教学楼墙面上，这是郑东小学人的信
念和梦想。

沐浴阳光，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每天早晨8:20，当早操的音乐响起，全
校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有力的
步伐来到操场，舒活筋骨，抖擞精神，
从早操开启一天的学习之旅。

郑东小学的孩子是幸福的，他们
拥有一流的体育设施，除了常规体育
课，还有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武术、跆拳道、航模等独具特色的体育
项目，供学习选择。张青校长说：“关
注学生的体质健康，就是关注学生的
终身发展，体育锻炼既锻炼身体，又是
挫折教育良好的载体。”

一批特色校队在郑东小学开花结
果：2009年 3月，被正式批准为“国家
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训练基地”；

2009年12月，被中国垒球协会确定为
“中国垒球协会软式垒球推广试点基
地”，成为河南省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
学校。女子曲棍球队先后夺得全国亚
军和季军，为国少队输送后备人才；软
式垒球队5次蝉联全国冠军……

“这里没有名目繁多的测试、统
考，学生也没有过重的作业负担。”郑
东小学官方网站的这句话令人印象深
刻。张青校长表示：“教学质量是一个
学校的生命线，我们不断加大对教师
的培养力度，让老师学习最前沿的教
学理念，提高课堂效率，减轻作业负
担。”机器人、3D打印、4D木工模型制
作、科技大篷车等创客活动丰富着校
内学生生活，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课程
融合，ipad引入课堂的灵活使用，让孩
子参与到更多的趣味探究活动中。

健康成长，离不开生活习惯养
成。学校提供了周托（高年级）、日托、
午托等就读方式，构建了生活教育课
程体系。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周
托生衣着整齐、精神饱满地开始晨练
活动；负责早餐的老师静候用餐孩子
的到来；“文明就餐”让孩子养成良好
的就餐礼仪；午饭后，孩子们在老师的
看护下安静休息；放学后日托生还有
体育锻炼和课程辅导……全方位的周
到服务，呵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徜徉书海，浸润童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每天早晨，教室里传来孩子天
真稚拙的琅琅之声。不仅有晨读，更
为可贵的是每天下午有 20分钟阅读
时段，师生一起手捧书籍，一本本经典
如同丰富的美餐，浸润着孩子求知若
渴的心田。

“读书是幸福的发源地，它为孩子
打开一扇多彩世界的大门。”四年级的
王老师如此阐释书对孩子的影响。为
了让每个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学校制
定了以学生阅读为主的校本辅助课
程，如《安全读本》《经典诵读》《心理健
康读本》《人文教育读本》等。学校长
廊的开放书架、各班教室的图书角，更
是成为孩子们流连忘返的精神圣地。

“我读过许多书，《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教会我要珍惜生命、充实生活；
《宇宙未解之谜》让我对神秘的宇宙充
满了好奇。我喜爱阅读，喜爱把读书
收获写下来。”在前不久学校举行的中
高年级现场习作大赛中，一个孩子表
达着徜徉书海的幸福。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博
览同行，开拓广阔视野。立足于传承

中华文明，培养国际视野的初衷，学校
从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在阅读中学
英语，摆脱了单纯的“ABC”。

阅读强化了郑东小学孩子的认知
能力、理解能力，这让学习成为一件快
乐的事。“我的孩子今年考上了文博中
学领军班，她特别喜欢读书，这离不开
郑东小学的培养。”一位学生家长告诉
记者，她的孩子则说，郑东小学让她收
获了学习的快乐。

阅读让郑东小学的孩子具有包容
多元文化的胸怀和国际视野。在 10
月份举行的 2017年蒙特梭利青少年
模拟联合国国际峰会中，郑东小学的
六名“小小外交官”与外国朋友们商讨
以平等协作的方式解决世界复杂问
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表中国声
音。一位美国校长说：“郑东小学的学
生很自信，有礼貌，很勤奋，最重要的
是他们很开心。这是学校非常成功的
表现！”

艺术化人，润物无声

“艺术抚慰心灵，我相信所有的父
母都希望孩子未来会幸福和快乐，这
种幸福和快乐从何而来？是从孩子的
内心而来。艺术能在孩子的内心播种

幸福和快乐的种子，这颗小种子如果
培育得好，将会给孩子的一生带来积
极的影响。”张青校长援引柏拉图的观
点，认为艺术应成为教育的基础。

艺术教育凝聚着民族的精神、想
象力和创造力。郑东小学依托河南实
验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开设了舞
蹈、古筝、葫芦丝、二胡、琵琶、动漫、主
持人、书法、单簧管、萨克斯、小号、圆
号、架子鼓等课程。学校配备了专业
教室，为孩子提供了氛围浓郁的艺术
空间。

在保证学生优异成绩的基础上发
挥孩子的特长，郑东小学组建了小树
林艺术团。合唱队曾多次外出参加区
级及省级、国家级文艺演出；舞蹈队挖
掘舞蹈艺术的本质特征，结合民族特
色，创作了很多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
的作品。

走进多彩宫大楼，映入眼帘的是
形象生动、色彩绚丽的壁画，烘托出浓
厚的艺术氛围。画脸谱、制作团扇、创
意饰品，硬笔、软笔书法练习，在传统
美术课程的基础上，郑东小学开创特
色美术教育，增设书法课程，从“写一
手好字”开始，熏陶孩子们的艺术情
操。

“我很庆幸，当初为孩子选择了
郑东小学。这里的老师责任心极强，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了知识，更重要的
是孩子在各项活动中，综合能力得以
培养，中学的老师评价说郑东小学的
学生后劲足、潜力大。”现在省实验中
学就读的毕业生家长如是说。

在郑东小学的校园里矗立着四栋
教学楼，分别取名为春芽、夏苗、秋果、
冬籽，寓意深刻。春芽者，取自然萌
动、生机勃发之意；夏苗者，取滋雨露
之慧意；秋果者，取硕果殷实之意。冬
籽者，取继往开来之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守望梦想，
执着前行。”张青校长说，“郑东小学每
个孩子都犹如种子，让每一粒种子从
这里破土发芽、幸福成长，是我们的使
命。”郑东小学将始终围绕培养“行为
美、基础牢、能力强、有特长、具有包容
多元文化的胸怀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这一目标，用特色教育托举孩子的幸
福人生。

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河南省实验学校郑东小学“特色教育促全面发展”纪略

美国校长访华团来校参观 丰富多彩的“六一科技活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