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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郑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再创佳绩

8 月 1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18 年项目评审结果，郑州大学获批资助项目
共 228项，直接经费 9082.4 万元。其中，青年基
金项目 130 项，面上项目 91 项，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项，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2项，国际合
作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各 1 项，
获资助项目数和总经费数均创历史新高。目
前 ，郑 大 获 批 项 目 数 量 在 全 国 位 列 第 33
位。据悉，今年该校获批项目有以下特点：一是
获批面上项目数量大幅提高，2018 年获批面上
项目 91项，比 2017年提高了 30％；二是首次在
同一年度获批两项优秀青年基金项目，为历年
来最好成绩；三是获批经费数量 9082.4 万元，比
2017 年同期增加 1379.6 万元，增幅为 17.9％，
经费增长明显。 (杨明）

河南理工大学学生
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近日，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高荣
誉——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评选结果揭晓，河
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2015级学生范
伟强被授予第十一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作为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创新类社团电器开发部
维修组组长和技术部部长，范伟强利用河南理工
大学电工电子实验中心、工程训练中心等平台，
将所学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团队在教师指导
下完成的作品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等大赛上
获国家级奖项 6项，申请多项专利。此次评选活
动旨在激发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培养创新人才。

（徐春浩）

南阳师范学院师生在国际
艺术设计展中获多项大奖

日前，第六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暨
NACG第三届国际艺术设计展在上海举办。南
阳师范学院软件学院师生共获得国家级一等奖3
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8项。据了解，本次大赛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作为指导单位，中国
工业与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国训练研究
所上海国际培训中心主办，共计 577所高校报名
参加，征集非命题类作品 14621件，命题类作品
1216件。 （张君明）

□岳朝杰 李军

郑州科技学院在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
中，深入挖掘传统特色文化，将传承弘扬优秀
文化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载体，培养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
进一步提升
大学生的道
德素养和文
化素养。

弘扬和传承孝道文化。育人先育德，立
德孝为先，该校通过举办传统文化学习、主题
班会、黑板报、宣传标语、演讲比赛等形式，培
养大学生具有孝道意识，引导他们树立孝敬
父母，尊长敬老的观念。此外，在学生节假日
时，开展给父母鞠一次躬、和父母谈一次心、
为父母洗一次衣服、为父母做一次饭、为父母
做一次家务、带父母逛一次街“六个一”感恩

教育活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该校教育学生在赡

养孝敬自己长辈的同时，也不忘记其他与自
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他们多次利用课余
时间组织志愿者赴学校驻地敬老院、福利院
等地方，为老人清理环境卫生，陪老人聊天解
闷，教授老人练习太极拳等健身方法，用实际
行动，为需要帮助的老人送去关怀和温暖，打
牢学生爱老尊老的思想根基。

营造诗词文化教育氛围。该校学生大多
以理科生为主，相对文科的学生来说，文化素
养上稍微弱一些，尤其是体育类的学生，他们
在体育的各项训练及赛事上多有建树，但在
文化素养上更是需要加强。该校针对这些实
际情况，利用举办文化大讲堂、专题讲座等时
机，将传统诗词文化引入课堂教育，并充分利
用晨读时间，使学生诵读诗词经典。

该校体育学院不仅建有诗词文化长廊，
还营造出书香教室，走进体育学院仿佛走进
了诗词文化的海洋。《诗经》《楚辞》《汉赋》《唐
诗》《宋词》《元曲》等在教室、走廊等每个角落
都有其朗诵的声音，学习传统文化蔚然成风，
学生的文化素养也大幅提升。其他学院的诵
读诗词经典活动开展得同样有声有色，他们
根据自己学院的特点，有针对性进行诗词文
化教育。学生们在接受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的
熏陶中，逐渐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传统诗词文
化的情感，提高学生文化和道德修养，增强民

族自豪感。
打造武术文化育人特色。在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中，该校还注重打造武术育人特色。
中原作为少林武术和陈式太极的发源地，在
武术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让
学生学习少林文化和太极文化的传统精神内
涵，让学生们利用当地武术文化因地制宜开
展教育。该校坚持以德育为指导，以武术文
化为特色，凸显养成与个性发展，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有许多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武
术，通过习武来锻炼大学生意志，强身健体，
并在习武中学习武术文化和提高武术修养，
达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目的。

中原武术文化博大精深。少林功夫是我
国著名的武术流派之一，其历史悠久，影响深
广。太极之所以具有悠远深长的魅力，源于
太极把根深植于中原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
中。该校在教育中开设“少林课堂”学习少林
文化和少林功夫。开设“太极课堂”学习太极
文化，让学生理解太极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
思想，领悟中国传统哲学的奥秘，探索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并将太极拳作为大学生的公
共课之一。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李东晓

河南省桐柏县是著名的“中原茶乡”“桐
柏玉叶”“桐柏红”“桐柏黑茶”茯砖茶构成了
系统化的“红、绿、黑”茶产业模式。8月7日
至 12日，信阳师范学院茶产业特派员社会
实践服务团 10余名师生走进桐柏县丹峰
山，调研茶树种植情况，参观茶叶制作加工
流程，指导茶树选育和茶产业创新发展。

8 月的桐柏山脉，烟雨蒙蒙，云雾缭
绕。师生们穿越连绵的山峦丘陵，来到丹
峰山茶叶园区。“崇山峻岭孕育了原生态野
生有机茶，成为大众喜爱的‘香饽饽’！”桐
柏县科技局局长陈朝生向茶产业特派员服
务团介绍了该县充分利用优良生态资源发
展茶产业的有关情况。桐柏山脉素有“比
华山高险、与黄山竞秀”的美誉，“雨洗清山
四季青”的宜茶环境、“高山云雾出茗茶”的
独特地形孕育了优质绿茶——“桐柏玉
叶”。如今，桐柏县 80多个村、2万多农户
从事茶叶生产，全县优质茶园超过 13 万
亩，年产干茶近 2千吨，茶产业的“蛋糕”越
做越大。“桐柏县拥有珍贵的稀有野生茶树
资源，具备发展壮大茶产业的天然优势。”
服务团团长袁正仿教授说。

在丹峰山茶叶有限公司的制茶车间，
茶产业特派员服务团认真听取公司负责人
韩庭旺的现场解说，纷纷拿起手机、相机记
录下茶叶加工流程。“桐柏县是革命老区，
桐柏红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桐柏
红’，其条索纤细紧致、色泽乌润，汤色红艳
晶莹，香气
纯正幽远。”

据韩庭旺介绍，
2010年 9月，

在来自信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科研
院所的茶产业特派员帮助下，桐柏县研制
成功“桐柏红”。如今，“桐柏红”主产地的1
万亩桐柏山野茶已获得有机茶认证，是全
国最大的山野茶有机认证基地。“桐柏红”
与“桐柏玉叶”一道，借力“一带一路”香飘
海外，远销韩国、日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等国。

茯砖茶被誉为发酵茶的始祖，属于黑
茶的一种，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有较高的
医用价值和功效。“桐柏茯砖茶的面世，拓
展了桐柏的茶品种类，使桐柏茶产业走出
了一条红、绿、黑兼备的多类茶创新发展途
径，为强县富民增添了新动力。”桐柏县委
组织部副部长孟祥东说，2017年，桐柏县
吸取传统工艺，投入 2000多万元，在河南
省率先建成茯砖茶生产线，年产桐柏黑茶
600吨。生产线建成当年，通过精深加工
提高茶产品的附加值，带动桐柏县 1万亩
茶园亩产值增加一倍，提供了近千个就业
岗位。围绕茯砖茶生产加工的技术问题，
茶产业特派员与丹峰山茶叶有限公司的技
师们进行热烈讨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茶产业托起了山区致富梦。桐柏茶
叶已经成为桐柏县产业扶贫的一张名片，
闪耀着利民惠民的时代光芒，散发着灿烂
的区域品牌馨香。”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韩霞说，围绕“中原有机茶乡”建设目
标，从 2018年开始，桐柏县实施茶产业扶
贫三年行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着力建设茶产业精准扶贫经
济带，持续稳定增加贫困户收入，实现茶农
增收、茶产业增效。“发挥科技优势，助力脱
贫攻坚，是我们高校师生永远跟党走、建功
新时代的责任和担当。”袁正仿表示，信阳

师范学院将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
认真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
依托河南省茶树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定期组织
教授、博士服务团到桐柏山区

指导茶树种植和茶产品加工，为做大
做强桐柏县茶产业、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美
丽山乡作出应有贡献。

信阳师范学院
科技下乡助力脱贫攻坚

日前，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国赛艇协会主办的“2018全国中学生赛艇锦
标赛”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郑州市九十四中学赛艇队队员们在教练科学指导下，参
赛队员在这场赛事中表现突出，荣获四金一银一第四的好成绩。据了解，本次活动
共吸引来自南非及我国香港、北京、上海、河南、广州等国内外 20多所名校队伍，
300余名选手参赛。 （徐新玲）

8月 9日至 15日，“青春盛夏 赴旦之约”2018年第五届海峡两岸暨中国港澳
大学生运动交流赛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举行。交流赛由复旦大学主办，教育部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指导，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
办公室支持。本次交流赛为期一周，共有来自内地及中国港澳台地区33所高校的
66支代表队1026人参赛。在司磊与郭晓博老师的指导下，河南大学12名学子参
加此次交流赛的男子篮球比赛，并最终以六战全胜的战绩获得冠军。 （王宏宇）

灵宝一高
举行文明创建知识测试

8 月 18 日，灵宝一高举行文明创建知识测
试，全校 490多位教职工全部参加，考试实行闭
卷答题，题型包括填空、选择、简答，内容涵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文明城市和
文明单位创建、志愿者服务、六个文明、传统文
化、文明礼仪等知识。测试结束后该校认真评
卷，并将得分结果公示，通过测试提高教职工对
文明创建的认知，提升大家的文明素养和道德
品质，进一步激发创建热情，营造处处恪守文明
规范、人人参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

(魏红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生在
2018中国机器人大赛喜获佳绩

8月 14日至16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的
2018年中国机器人大赛在四川宜宾举行。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学生利用暑假时
间，在学院教师精心指导下，队员沉着冷静、反应机
敏，经过多次的机器人构型修改和上百次的程序调
试，最终该校四个代表队获得了三个二等奖一个优
胜奖的好成绩。据悉，中国机器人大赛是目前中国
影响力最大、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机器人学科竞赛
之一，已连续举办了19届。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0余所院校的1400多
支队伍成功报名，4100多人同台竞技。

（杨牧野）

眼下，离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越来越
近，给孩子购置入学行囊，已成为许多大一
新生家长的头等大事。除了添置生活必备
品外，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已成为学生的
必备用品。为此，有父母晒孩子开学账单，
说还未入校门就花掉2万元……

听邻居张先生这样抱怨，他的儿子下
半年读大三了。开学前夕，儿子提出，现
有的手机、电脑太“老土”了，要张先生出
资更换：两年前才买的笔记本电脑也要换
性能更佳的型号。儿子说，最好再添一台
数码摄像机，既方便外出旅游，也能在同
学中显得有“档次”。但老张夫妇都是普
通企业员工，儿子学费都靠省吃俭用而
来，再筹钱对上述“装备”升级换代，自然
使其愁肠百结。

和张先生一样，大概不少家长也有过

类似的经历，他们也常常会为子女盲目攀
比和追求高消费而犯愁。现实生活中，的
确不少父母对子女总是有求必应，想买什
么就买什么，有的甚至不用子女开口就送
上前去，这样长期下去，就会使子女养成
攀比、讲排场的不良习惯。

笔者以为，“开学经济”莫成攀比经
济。作为家长，即使家庭条件优越，也不能
对子女有求必应，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
都给予满足，父母也要学会拒绝子女的一
些无理要求。同时，还要多花一些时间和
精力，对子女进行勤俭节约方面的教育，通
过讲解古今中外节俭的故事，让他们明白

“细水可以长流，节俭也是财富”这个浅显
而又深刻的道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子女真
正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徐曙光)

“开学经济”莫成攀比经济

郑州市农科路小学在
创新编程全国总决赛中获奖

8月 14日，第十六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
创新与实践活动”NOC 编程猫创新编程全国总
决赛，在深圳福田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帷幕。来
自全国各地 28个省市近 500名中小学师生入围
全国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郑州市金水区农科
路小学参赛学生取得优异的成绩，其中 2名学生
获得一等奖（杨艺硕和李文昊），2名学生获得二
等奖（常子昊和张慧鹏），同时该校也被评为优
秀组织单位。据悉，本次比赛的主题为“创享未
来—星球探索”，决赛现场挑战任务极具挑战性
和创意性，彩蛋环节充分考验了选手的逻辑思维
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 （陈姜明）

近日，一位家长对其孩子暑假期间整天沉
湎网络万般无奈，向笔者寻求“良方”。据笔者
了解，类似这位家长对孩子沉湎网络不能自拔
而显得十分“无奈”的家长还不在少数呢！

每年暑假期间，如何正确对待孩子上网，
成了家长们关注的“话题”。而正确引导孩子
健康上网，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必须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以为，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当今社会网络泡沫文化有所抬头，色情网
吧、暴力网吧时有出现。对此，有关执法部门
应加强监管，一旦发现网吧违法违规经营，就
要采取严厉措施，标本兼治，形成高压态势，迫
使其退出市场。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建立健康
的网络文化，开掘丰富多彩的网上娱乐项目，
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其次，学校要教育学生健康上网，加强网
上自我保护意识。要让孩子们明白一个道理：
网络信息有使用价值的，也有“发霉带毒”的，
迷恋网络占用太多时间，会影响学习，损害身

体，不利于自己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要给
孩子们提供一个优良的学习平台，让他们可以
在此平台上自主学习、相互交流。同时，教师、
家长也可与孩子们进行网上交流，引进电子课
堂、电子作业，使教学过程、作业反馈更符合个
性化的要求。

第三，家庭要负起责任，真正对孩子上
网进行监督。当前，由于在校内上网时间受
限制，学生上网的主要场所在家里，这样家
长在引导学生健康上网中就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一方面家长要适时与孩子共同分享
网络带来的快乐；另一方面家长要及时注意
孩子的行为，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上网方
式，使孩子既能理性走进网络，又能自然回
归现实。

新课程教育理念告诉我们：让孩子在玩中
学。所以，教育和相关部门应该把源头管理
好，比如：不妨出版一些符合孩子口味的游戏，
让孩子们乐于玩，并且能在玩中学习知识，提
升能力。 （叶金福）

如何引导孩子健康“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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