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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关注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河南中医药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立足高层次人才发展，教师队伍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兴校之举，首在得人，学校一直把人才培

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而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教师是关键要素。为了进一步加强高素

质教师队伍内涵建设，表彰一批长期从事教

学工作、师德高尚、敬业奉献、严谨笃学、效果

突出的优秀教师，激励他们在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发

挥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学校多方调研，多

次论证，研究出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教学名

师评选办法（试行）》，决定自 2018年起每两

年评选一届教学名师，分别授予“仲景教学名

师”和“仲景青年教学名师”荣誉称号，仲景教

学名师、仲景青年教学名师是学校在教学领

域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依托“河南中医药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长甲基金”每届拿出 200

万元进行奖励，其中仲景教学名师每人奖励

20万元，仲景青年教学名师每人奖励 10万

元。名师奖的设立，就是要发现人才培养骨

干，增强教师教学荣誉感，鼓励广大教师回归

本分、不忘初心、热爱教学、研究教学，静心教

书、潜心育人，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

2018 年 5 月，首届仲景教学名师、仲

景青年教学名师的评选工作启动，活动历

时共一个半月，首先经过个人申报、院部

推荐、学校审核确定候选人选，通过网络

投票、教学比赛、教学设计、教学业绩四个

环节进行评比。其中网络投票环节，得到

了全校师生和国内外校友等 30 余万人的

广泛关注，积极踊跃地参与该校教学名师

候选人投票活动，体现了该校师生与广大

校友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同时扩大了学

校在海内外的影响；教学比赛和教学设计

环节，学校邀请了兄弟院校的专家教授担

任评委，对候选人教学技能和教学设计分

别进行了比赛评分，组织青年教师观摩了

候选人教学比赛，给教师提供了展示自我、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平台；学校相关部门

还对候选人近年来的教学效果、教研立项、

教研论文、教学成果、质量工程与教材等教

学业绩进行了量化积分；最后，依据候选人

师德师风及四个环节的总成绩排名，经学

校教学委员会审议投票，学校校长办公会、

党委会审核，共有 5位老师被评为首届“仲

景教学名师”，11 位老师被评为首届“仲景

青年教学名师”，9 月 10 日，学校对获奖教

师进行了隆重表彰。

教书育人，教学者必先学为人师，育人

者必先行为世范。名师评选工作受到了社

会各界和国内各高校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一

批默默无闻的“四有”好老师从“幕后”走向

“台前”，他们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河南中医教

师的新形象，这些优秀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工

作中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以良好的师德师

风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把时间、精力、爱心真

正放到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上，通过名师评

选真正在全校形成了关注名师、学习名师、

尊师重教，重视教育教学改革的良好氛围。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仲景教学名师和

仲景青年教学名师的评选是河南中医药大

学“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全面推

进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突出仲景，注重传

承，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学校转型

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全省上下正在

为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学校作

为河南省中医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龙头

和中心，要把张仲景作为我省中医药最高的

旗帜、最响亮的品牌、最大的无形资产继承

好、发掘好、弘扬好，要立足河南，打造仲景

名牌，突出仲景特色，将仲景学术思想融入

教学、科研、医疗，除了打造仲景名师品牌，

更要树立仲景医药、文化、学术品牌，充分发

挥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要继续深化

创新人才发展理念，强化人才强校战略，以

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建设一支政治

素质过硬、具有现代教育思想观念、厚重理

论功底、丰富专业知识、特色教学风格、突出

仲景特色和高超实践技能、适应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需要的

高层次人才队伍，为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和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字 呼海涛 陈戈

摄影 秦东仁

立德树人铸名师 彰显特色谋发展
——河南中医药大学开展仲景教学名师、仲景青年教学名师评选活动

仲景教学名师 刘雅敏

仲景教学名师 车志英

仲景教学名师 谢文英

仲景教学名师 贾成祥 仲景教学名师 崔姗姗

首届“仲景教学名师”在教师节接受表彰

曾几何时，少年宫只是城里孩子
的专属，现如今，农村和城市一样，也
有少年宫了，每逢课余时间和节假
日，孩子们都能在少年宫里参加舞
蹈、绘画、书法、鼓乐、乒乓球等文体
活动。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对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的支持——不仅为青少年提供
了活动场所，也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
载体和阵地。

《“十三五”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规划实施方案》提出：利用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新建 8000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推动各地再自建 10000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2020年,全国各类
乡村学校少年宫总数争取达到50000
所,使全国 60%的乡镇至少有 1所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持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全国 20%以上的乡镇农村学
校建有乡村学校少年宫,受益农村未
成年人数达到2000万以上。

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
下，乡村学校少年宫正在全国各地如
火如荼地展开着。

2011年以来,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全面完成,各地采
取多种形式自建了一批不同规模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有效改善了农村中
小学生课外活动阵地薄弱的状况,推
动了农村学校素质教育发展。财政
部近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布了2017
年全国彩票公益金筹集和分配情况，
以及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
排使用情况等。2017年，全国发行销
售彩票 4266.69 亿元,中央财政彩票
公益金收入566.74亿元，其中中国体
育彩票贡献的公益金已接近一半。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出中，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占73012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将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让每个孩子都能放飞梦想，拥
抱幸福快乐的童年。 （林再）

乡村学校少年宫
体彩相助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李悦 黄晖

在9月 12日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的开幕式上，200名老年骑行表演者
的出场，成为当晚文艺汇演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这些骑行爱好者，年龄最
大的已经有 70多岁，年龄最小的也有
50岁，据了解，这批“追风老者”，很多
人都常年坚持每天骑行 20多公里，他
们也成了当地老年体育工作现状的
典型代表。

作为河南的人口大市，据2017年人
口抽样调查显示，周口市当年的常住人口
为876.22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
169.55万人，占总常住人口的19.35%，
而65岁及以上人口则为110.93万人，占
总常住人口的12.66%。这两组数据清
晰地显示，周口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2个百分点。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下，提升老年人健康生活质量成为影

响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
指数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广泛开
展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实现健康最经
济、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周口市把
老年体育工作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作为尊重老
年人、关爱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的具体
体现。在全市积极构建“大群体”的格
局下，周口市委、市政府不断提高做好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创
造性，将开展老年体育工作作为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老
年人体育协会作为服务全民健身的枢
纽型社团组织来建设，充分发挥老年
人体育协会在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和全民健身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地满
足了广大老年人不断增长的个性化、
多样化健身需求。

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室负
责人夏涛表示，为了推动老年人健身
活动，周口市组织开展了门球、乒乓
球、气排球、空竹、太极拳等一些适合

老年人运动的比赛项目；组建市、县、
镇、村（社区）四级群众体育社会组织，
全市已累计成立体育社会组织 883
个，其中市级单项体育协会 33个，老
年体协实现全覆盖，各单项协会及体
育俱乐部组织开展各类体育比赛、展
演活动，群众参与广泛。

近年来，借助承办省运会的契机，
周口市老年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老年健身场地建设上实现
了质的飞跃。2014年，周口市依托市
体育中心，建成投用了 4块老年体育
健身场地，其中包括占地 40亩的老年
人健身公园、6块高标准风雨门球场、
老 年 人 体 育 活 动 中 心 和 建 筑 面 积
3000 多平方米的老年人健身馆。从
2015年至今，周口市又新建成投用了
8 块老年人健身场地，满足了老年门
球、空竹、羽毛球、健身操舞等多种健
身活动的需求，为丰富老年人文化生
活、促进老年人健身锻炼搭建了广阔
的平台。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9月
18日下午，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乒乓球社会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组乒乓球赛长青组团体赛在
西华赛区拉开战幕。

本 次 比 赛 分 为 青 壮 组 和 长
青组两大组别，各设男、女单打
和男、女团体四个比赛项目，而
长青组团体比赛是最后出场的

“压轴大戏”。据比赛裁判长张
相斐介绍：“省辖市、直管县（市）
组有 28 个单位，青壮组男子团体
报了 24 支队伍，单打报名了 96
人；长青组男子团体报了 27 支队

伍，单打报名了 106 人。长青组
比青壮组偏多一点，可以看出老
年人参与体育运动、体育比赛非
常踊跃。”

乒乓球运动在河南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不仅优秀运动员层出
不穷，民间也堪称藏龙卧虎。据了
解，2017年，天津全运会首次设立
群众比赛项目，从乒动中原河南省
乒乓球大众公开赛中脱颖而出的
一群“民间高手”，为我省斩获 2金
1银 1铜 1个第4名，让全国的乒乓
球迷见识了河南群众体育乒乓球
的风采和水平。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李悦）
经过 4天半的激烈角逐，河南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社会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组门球比赛于 9月 18日
在周口市体育中心门球场收杆。

本次比赛设成年组（22岁~49
岁）和老年组（50岁~70岁）两个组
别，并规定高龄组的运动员可以参
加低龄组的比赛。来自全省 18个
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43支代
表队的406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是门球运动首次进入
河南省运动会。近年来，随着全省
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的发展变化，
省运会社会组的项目设置也在不断
调整，充分体现了我省全民健身发
展的新热点和新方向。本届省运会
就首次将广场舞、门球、毽球等群众
日常喜爱的健身项目纳入省运会

竞赛当中，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扩大参与人群范围。

门球运动是我省多年来精心
培育的特色老年体育项目，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近年来骨
干队伍的形成，场地建设的增加，
赛事活动的丰富，都进一步促进
了门球运动水平的提升。⑥9

体育福祉“夕阳红”
周口老年体育工作成效显著

乒乓球赛“压轴大戏”启幕

门球比赛收杆

门球是我省精心培育的老年
特色体育项目。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省运会开幕式上的“追风老者”。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乒乓球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