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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教育动态

中原工学院举行“党的创新理论
万场宣讲进高校”活动

6月 14日，中原工学院在南龙湖校区举行“党的创
新理论万场宣讲进高校”活动再动员暨崔世忠书记宣讲
报告会。校党委书记崔世忠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写
好新时代教育奋进之笔”为题做宣讲报告。在校校领导、
全体中层干部、辅导员以及学生党员代表500余人聆听
报告。报告会由校党委副书记赵水根主持。报告会上，
崔世忠书记从“切实增强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
觉和行动自觉”“牢记历史使命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写好新时代教育奋进之笔 深化高质量内涵式发
展”“勇担复兴大任 争做时代新人”四个方面结合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体会做了宣讲。 （毕明理 何鑫）

省第十六届大学生科技文化
艺术节在信阳师院举办

6月12日至13日,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
河南省委、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文化厅与河南省学生
联合会联合主办，信阳师范学院承办的河南省第十六届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豫见·时代新人”青春故事汇在
信阳师院理科楼报告厅举办，来自省内 54所高校的
119名选手展开角逐。据悉，河南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
术节创办于1988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六届。旨在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搭建具有时代特征、青年特点的大
学生校园科技艺术活动平台，促进广大青年学生健康成
长，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王超）

南阳师范学院在全国中高等院校
BIM竞赛中喜获佳绩

近日，第二届全国中高等院校BIM招投标网络竞
赛落下帷幕。南阳师范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郑文
豫老师指导的“三只松鼠”团队获华东赛区一等奖、全国
二等奖，由丁轲老师指导的“远大前程”团队获华东赛区
二等奖、全国二等奖，成绩喜人。据悉，“全国中高等院
校首届BIM招投标网络竞赛”是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主办、建筑市场与招投标研究分会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全国性专业比赛，旨在促进BIM+电
子招投标技术在规范和净化招投标环境的应用，帮助学
生掌握基于BIM的电子招投标技术，推动建筑行业工
业化发展。 （张君明 杜艾芳）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全国
高职高专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6月 10日，由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踏瑞杯”全国高职高专
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北部赛区）在河南经贸职业学
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北方赛
区的 39所高职院校代表队 117名选手同台竞技。经
过一天激烈的角逐，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组织参赛的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挺进全国比赛。据悉，
全国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大赛是面向全国本
科、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及相关专业在校大学生的
专业竞赛项目，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权威性、专业性
的竞赛，更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的竞赛。

（吴杰）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技能竞赛成绩斐然

日前，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建设职
业技能比赛在南京举行,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代表河南
参加了建筑CAD和工程测量两个项目的比赛，并分别取
得建筑CAD项目全国一等奖和工程测量项目全国三等
奖的优异成绩,特别是建筑CAD项目，学校连续三届刷
新了河南省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该项目的成
绩。 （杨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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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良 倪小鹏

6月的河南科技大学，粼粼的琴湖水倒
映着万名 2018 届毕业生整装再出发的喜
悦。其中，带着父亲上大学、被誉为“孝心男
孩”的赵德龙的毕业时刻，又多了一份温馨。

“爱心小屋”里，师生纷纷来寄语

三年前，还是大二的赵德龙，努力绷直
因小儿麻痹症而弯曲的腿，毅然决然推着因
脑梗塞半瘫痪的父亲来到河南科技大学。
德龙和父亲早已成为校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临近毕业，13日、14日，在学校提供的
“爱心小屋”，河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
漪、副校长雷方代表学校先后看望德龙和
他父亲。

在得知德龙已被溧阳一家校友的铸造
公司录用，且公司同意他带着父亲去上班
时，李漪副书记非常欣慰：“要好好工作，不
要辜负校友们的期望。”经李漪副书记协调，

学校与江苏校友取得联系，确定了德龙去上
班时的接站和单间宿舍的安排工作。

雷方副校长再次递上爱心红包 2000
元，至此她已经资助德龙和他父亲 19000
元。当听到德龙说“为了更早地承担起家庭
的责任，我决定参加工作”时，雷方副校长高
兴地称赞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在雷方副校长介绍她的爱心团队将再
资助学校 30名品学兼优创新创业女大学生

的时候，德龙表示工作后想加入这个爱心团
队，得到了雷方副校长的大力赞许“团队大
门向你敞开！”

父子一起领双证，全场为他们打call

15 日，河南科技大学开元会议中心。
2018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场）如约而至。很多家
长在场观礼，包括德龙的父亲。

令德龙意外惊喜的是，不仅他领到了自
己的毕业证、学位证，河南科技大学原副校
长谢敬佩教授还代表学院给他父亲颁发了

“双证”，一个是舐犊情深、亦师亦友“教子有
方”毕业证，一个是幸福快乐、精神矍铄“健
康长寿”学位证。

望着父亲的“双证”，想起父亲从双腿不
会动，到一直坚持锻炼，现在可以扶着康复
行走助力器走走、转转，他异常兴奋：“老爸，
我俩一起毕业啦！”善行天下达四海。德龙
父子用行动诠释着中华孝道，用“相濡以沫”
收获了所有人的尊重。

主题党员教育，不同的欢送方式

17日，三门峡灵宝市，党员赵德龙在这里
参加了由河南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两个支部联合开展的

“党性和廉洁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中，赵德
龙和参加活动人员走进三门峡陕州区大营镇
大营村周恩来纪念馆、函谷关修德养廉教育
基地，接受洗礼，并重温了入党誓词。

赵德龙也感动地说：“今天是很特别的
一天。毕业后，我会更好地承担起家庭的责
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为母校争光，为社
会作贡献。”

活动结束后，大家又把德龙父子送回了
家。德龙父子挥别的双手，深深印在大家的
脑海中，大家默默祝愿这对父子越来越好。

自强不息的人，总能赢得他人的尊敬；
心怀感恩的人，总被他人时时记起。离校
前，德龙向学校递交了感谢信，祝愿母校明
天更美好！在信中，德龙表示，永远做一个
浑身都是正能量的人。

河南科技大学

“孝心男孩”赵德龙携父一同毕业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面向全国诚聘优秀教师
——在编教师入岗、非在编教师入编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是江苏教育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在豫西地区精心打
造的教育名片，是三门峡市政府 2016
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江苏教育集团
旗下现有的 120余所学校遍布江苏、
山东、河南、河北与安徽五省，总占地
面积 12 余万亩，总投入超过 100 亿
元，在校师生总数达 20万人以上，是
名副其实的民办教育航母。学校实行
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立足当
地教育环境，办老百姓上得起的优质
名校，以出色的教育质量赢得了政府
和百姓的肯定与认同。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是一所“高质
量、显特色、有品质”的全寄宿的现代化、
花园式学校，建有教学楼、学生公寓楼、
报告厅、体育馆、游泳馆、塑胶运动场等，
环境幽雅、教学设施齐全。学校秉承“倾
心育人、多元发展”的教育理念，以“用
心、用情、用爱、用智慧”的教风，培养“自
主、自立、自强、自觉”现代精英学生。设
有初中部和小学部，共 60个教学班，

2400名学生，有专业学科教师106名，
本科学历全面覆盖，中高级职称、学科带
头人、市级以上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教师市级技能竞赛一等奖及以上获得
者高达80%，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
队伍。学校还开设有30余种特长班，特
长教师均由专业老师担任，为学生的将
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成立一年来，
在历次活动和考试中均取得优异成
绩，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和
广泛好评，是豫西基础教育的一颗新
星，更是豫西地区民办教育的第一
人。现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经三门峡市政府研究同
意，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中小学教
师 28名到三门峡清华园学校任教，办
理三门峡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编
制。报名截止 6月 30日，有意向加入
三门峡清华园的老师可以将报名所需
材料发至邮箱 smxqhyxx001@126.
com 进行资格审查。凡被录用的教

师，享受公办学校教师待遇的同时享
有三门峡清华园学校各项福利、津贴、
绩效考核及奖金等，在人事关系冻结
暂不能办理入编手续期间，所有工资
福利待遇不受影响。特级教师被录用
后综合年薪最高将达 30万元。学校
免费为教师提供食宿，教师子女入学
学费全免。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
高校毕业生、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
学毕业生及获得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者可直接进入面试，面试成
绩即为考试总成绩。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欢迎您的加入，
凡选聘上的教师工作关系由学校统一
办理在编教师调动手续，非在编教师统
一办理入编手续！

附聘师信息：
一、报考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身体健康。

（二）报考小学岗位的教师需具备
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报考初中岗位
的教师需具备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三）2015 年（含）以后毕业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毕业生。

（四）具备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
学历并在全日制中小学从教 3年以上
的教师，年龄不超过35周岁。

（五）在编在职教师，女教师年龄不
超过40周岁，男教师年龄不超过45周
岁，有市级以上(含市级)名师或教师节
表彰荣誉称号的优秀教师年龄可放宽3
岁，在编教师调动手续由学校出面协商。

（六）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
校毕业生、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
毕业生及获得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者可直接进入面试，面试成绩
即为考试总成绩。

（七）每个报考者限报一个岗位，
报名时使用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必须
一致。

三门峡清华园学校公开招聘按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考察、公

示、聘用的程序进行。（详见三门峡清华园学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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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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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出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李建学，国资委“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中国中铁“青年岗位能手”申晓瑜，“中国中
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侯德政，“中央企业技术能手”段少宁，“2017
年全路优秀共青团员”李姣，“2017年全路尼
红式青年”王雪娇等一大批为企业和社会作
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毕业生。

学院占地 600 亩，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
米。现有在校生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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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学五个教学系，开办工程测量技
术、工程试验与检测、城市轨道交通技术、铁
路桥梁施工技术、物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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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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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乘务、轨道交通运营
与管理、航空服务与管理、会计与办公自动
化、电子商务、学前教育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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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等 14个铁道工程类实验实
训室；拥有全站仪等先进测量设备 200余台
套；建有汽车发动机、盾构设备操作等 19个
机械工程类实验室；建有 PLC、电气安装等
22个电气工程类实验室；建有铁道电气化、
铁道线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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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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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让你成就铁路就业梦想

6月14日，以“厚植专业底蕴，精湛一技之长”为主题的郑州澍青医专第三届专业特色技
能展演活动启动仪式在该校修武实训基地图书馆前文化广场举行。来自临床医学、护理、中
医、基础医学部、春熙健康管理中心等9个部系的121名参演师生为观众们展演了包括心肺
复苏、偏瘫患者功能运动训练、运动功能评定训练、小儿腹泻推拿等在内的23个展演项目。
据了解，特色技能展演既是对该校专业特色技能教学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总结学校专业特
色技能教育经验。 （李树华）

近期，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各地如火如荼展开，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选手
再次出征，发挥出色，在相关赛事中均取得优异成绩。5月7日至10日举行的“渤化”杯工业分
析与检验赛项中，学院牛艳芳、王萌萌同学冷静思考、缜密操作，获得团体三等奖的好成绩；5月
31日至6月1日举行的“东阿阿胶”杯中药传统技能赛项中，学院张琳琳、李正圆同学代表河南
省参赛，获得本次国赛二等奖；6月11日至14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化工生产技术赛项中，学院黄思炜、吴亮亮、刘承乾3名同学荣获团体二等奖等。 (张建华）

赵德龙携父一同领“双证”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院长苏永东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南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