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建华 严涛

时间刚迈进 2018年，洛阳师范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大三学生曹雪婷就着
手策划，准备在学校组织一次家族聚
会。把家族聚会放在学校，是因为这
一年、这所学校对他们整个家族来说
极不平凡，她将在这里见证家族两代
15人与母校传奇情缘的40年轮回：从
曹雪婷大伯曹富春 1978 年考入洛阳
师范学院前身洛阳师专开始，曹家第
一代兄弟姐妹 5人、第二代 10人全都
是洛师的学生。

这个传奇也是洛阳师范学院多年
高举师范教育大旗，通过服务基础教

育造福一方、辐射四海的生动写照。
曹富春说，“洛师就是最好的”这是他
们一致的认同，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豫
西地区凡是识字的人都跟洛师有关
系，不是洛师教出来的，就是洛师的学
生教出来的。

“洛阳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
师范传承的老校。从 1916 年创建至
今，百年风雨兼程，唯一没有变的就是
校名中的‘师范’二字，始终延续的就
是对师范精神的传承。建校 100余年
来，学校笃行育人之道，恪尽教育之
责，始终将培养中小学师资、服务基础
教育作为办学目标，不断强化师范教
育内涵建设、特色建设，为基础教育培

育了大批优秀师资。”洛阳师范学院校
长梁留科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豫西
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学校长、一半
以上的中学教学名师都是洛阳师范学
院的毕业生。

多年来，学校坚持以服务基础教
育为己任，立足教师教育，突出教师教
育特色，对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和培养模式进行积极探索，确立了

“思想政治素质高、综合素质高，学习
能力强、专业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创
新能力强、适应能力强”即“两高五强”
的高素质教师培养目标，先后按照“一
体两翼”“一体两翼三驱动”“2+X”人
才培养模式，将创新精神、素质教育、

知识迁移和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
全过程，构建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以
达到培养优秀师范人才的目标。

学校适应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
依据名师成长的规律，在连续举办了
26届“十佳未来教学明星”大赛的基础
上，以实践取向的教师专业发展为路
径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2009
年，“中学名师培养创新实验区”成功
获批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2014年成立教师教育专业“2+1+
1”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以这两个实
验班为平台，实施卓越教师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的研究，由点及面、由浅入
深，推动全校师范专业大范围的教育

教学改革，培养了一大批教育信念坚
定，人文、科学和艺术知识广博，专业
知识融会贯通，专业能力卓越出色，教
育研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高的
优秀人才。

学校坚持“全程实践”的教师教育
模式，设计和实施了“校内实训、教育
实习、教育援疆”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
体系，按照全程渗透、分层推进的原则
贯穿在师范生四年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师范生从入校开始，就把教师口
语、备课、说课、上课、微格教学训练、
课件制作、教育调查、教育见习、教育
实习等内容贯穿于四个学年，实施全
程教师职业技能训练。

学校从2005年起开始教育援疆工
作，2011年与新疆哈密地区探索构建
了“高校—哈密教育局—民族地区教育
学校”联盟教育援疆新模式。截至
2018年上半年，学校共派出14批近千
名师范专业大学生赴新疆支教，分布在
当地近百所基础教育学校，既缓解了边
疆民族地区基层教师紧缺的矛盾，也将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带到当地，
更通过支教提高了师范生的从教能力，
加深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学校加大实习基地建设力度，坚
持师范生全员集中实习，建成教育实
习基地 212 个，为师范生提供了广阔
的实习教育空间。(下转第四版)

恪守百年师范传承

打造新时代教师教育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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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精神，践
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助推全省发挥优势打好“四张
牌”提供坚强科技支撑，河南省科学院现面向全省征集
重点支柱产业发展中急需突破的重大共性关键（卡脖
子）技术需求。

征集范围：智能终端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

术、新材料技术、绿色化工技术、新能源技术、食品制造
与安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技术、资
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智慧城市与数字社会技
术、现代服务技术等河南省重点支柱产业领域。(公告
全文见今日本报第十七版，咨询详情请登录河南省科
学院官网 http://www.hnskxy.com)

河南省科学院
面向全省征集重点支柱产业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公告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进驻时间：
2018年6月 1日-7月 1日

●专门值班电话：
0371-65603600

●专门邮政信箱：
郑州市70号专用邮政信箱
邮编：450044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更多内容见02│要闻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信全文见06│时事

新华社北京6月 26日电 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王沪宁代
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会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徽熠熠生辉，
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
台上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
青春篇章！”巨型横幅。1500多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团十八大代表，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军
科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
歌、团歌。

随后，10 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
词。他们有的来自革命老区，有的来
自民族地区，有的是勤学孝老的好榜
样，有的是热心公益环保的好少年。
少先队员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美好未
来的期待，展现了立志全面发展，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准备
的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乘
新时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词。

王沪宁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向全国各族青年、全体共青团员和
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
十七大以来，共青团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共
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各项工作实
现新发展，团干部团员面貌呈现新气
象。广大青年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

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展现出当代青
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勇于创造的
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自信
开放的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6月 26
日从郑州市林业局获悉，省会郑州生
态廊道建设初见成效，已建成林业生
态廊道 3600多公里，新建及提升绿化
面积2.8亿平方米，为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支撑。

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 2012 年启
动，突出“两环三十一放射”、高速公
路、铁路、水系、出入市口的绿化提升，
推进生态廊道网络化建设，形成生态
路网、生态水网和高标准农田林网“三
网”，从而达到大生态、网络化、全覆
盖，目前基本形成覆盖全市域的市、
县、乡三级生态廊道网络体系。

据介绍，生态廊道建设不同于以往

简单的通道绿化，功能多、标准高。四港
联动大道、绿博大道、中原西路、郑登快
速、郑新快速等一级生态廊道，绿线宽度
设计为50米，按照“公交进港湾、辅道设
两边、行人在中间、休闲在林间”和“高密
度、大绿量，乔灌花、四季青，多功能、多
节点”的标准进行设计建设。二级生态
廊道绿线宽度设计为30米，三级生态廊
道绿线宽度设计为10至20米。

高标准的生态廊道可充分发挥森
林的除尘净化、生态隔离功能，显著提
升城市的绿化水平。据了解，郑州市将
生态廊道建设列入今年民生实事重点
工程，年底前还将建成生态廊道220公
里，绿化面积2118万平方米。③7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26日，
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组长王国生主持召开十届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认识再提
升、重点再聚焦、落实再加力，坚定不
移将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全面深化改
革的更大进展推动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

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润儿出

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河南省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河南省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实施意见》。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全面推
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要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
作机制，规范有序运作，严格落实各项
政策规定，确保按照中央要求完成车
改任务，真正实现节约成本、提高效

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河南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会议指出，我省生态环境建设任
务艰巨，要加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着力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
害、政府买单”的不合理局面，并以此
为抓手，把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
馈问题整改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加
强源头治理，加快制度创新，全面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标本兼

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

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
质量的实施方案》《关于完善进出口商
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
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施方
案》《关于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的意见》
《河南省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河南省文联深化改革方案》
《河南省法学会改革方案》。③9

新华社北京6月 2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6月 25日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
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耄耋
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
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亲，把
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多年矢志不
渝追求进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这份
执着的坚守令人感动。

习近平表示，几十年来，你以党员
标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
追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塑造了许多
富有生命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受到
人民群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希望
你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

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

近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
家牛犇入党一事，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
关注。牛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11
岁起从事表演工作，参演过《龙须沟》
《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影片。因其对中国
电影的贡献，2017年获得金鸡奖终身
成就奖。牛犇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受
老一辈电影人的影响，青年时期就立志
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从未放弃追求
进步。近年来，他又多次向组织表达入
党意愿。今年 5月 31日，中共上海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
会同意吸收牛犇为中共预备党员。

习近平写信勉励牛犇继续在
从艺做人上作表率

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王国生主持召开十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为中原更加出彩增动力添活力

以政策优势打造开放高地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郑州建成生态廊道3600多公里
覆盖全市域的三级生态廊道网络体系基本形成

02│要闻

6月 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主席台向与会代表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