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郑学春

1月 16日中午，位于深山区的镇平县黑
虎庙小学校园内，阳光格外温暖，师生们一片
欢声笑语。为了深入学习张玉滚校长对乡村
教育的执著和坚守精神，同时也为改变大山
深处的教育现状及山区孩子的命运做点实事
儿。晨钟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中、集团党委书
记段立建一行驱车 300多公里来到这里，专
程看望慰问张玉滚校长及全校师生。据悉，
去年以来，晨钟党委第三次来到黑虎庙小学
看望师生并开展爱心助学。此次陈中带来的
不仅是全体晨钟师生的深情敬意和问候，更
是满满一车的笔记本电脑、微波炉、豆浆机、
文具袋等助学物资。

在学校会议室和校长办公室，张玉滚热情
地向陈中一行介绍了黑虎庙小学的办学情况，
对晨钟教育集团一连三次前来慰问助学表示
感谢。陈中详细询问了黑虎庙小学的班级情
况、师资团队建设情况等，还特意交代随行工
作人员今后要继续做好与黑虎庙小学的交流
和帮扶工作，力争在双方学生研学交流、教师
成长培训等方面规划开展更多活动。陈中还
邀请张玉滚择时到郑州为晨钟师生作专场报
告。随后，陈中、段立建又走进三年级教室看
望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并亲切地与孩子们对话
交流,孩子们一张张笑脸如阳光般灿烂。此次
活动当天，镇平县黑虎庙小学教师代表陈金
亮、张磊、余超凤，以及晨钟党委宣传部部长郑
学春等也参加了助学和交流活动。

一个小时之后，陈中一行就要踏上返程，
张玉滚等师生热情相送，一直把他们送到学
校大门口，车子已经发动，张玉滚与陈中依依
惜别，并相约郑州再见。

据了解，镇平县黑虎庙小学，一座破旧的
两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的宿舍，三间平房，就
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张玉滚扎根深山 17
年，只为改变山里娃命运的坚守。他教过
500 多名学生、培养出 16名大学生、资助过
300多名孩子的事迹被媒体报道，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之后，晨钟党委多次组
织师生和党员干部学习张玉滚老师的事迹，
发文号召在集团上下全面开展向张玉滚老师
学习活动。

2018年 9月 10日，晨钟教育集团总裁朱
玉峰、执行总裁陈金龙，集团党校校长张玲
等，曾专程来到黑虎庙小学拜访张玉滚，同时
也为学校的孩子们带去了 100 余套书法套
装。2018年 10月 19日，晨钟教育集团副总
裁郭威、集团副总裁、陈中实验学校总校长张
正彪带领师生代表，再次带着爱心物资赶赴
黑虎庙小学，为该校师生送上100份全年《阳
光少年报》和保温水杯、保温饭盒等，并为师
生们带来两节精彩的音乐和体育体验课。
2018年 12月，张玉滚入选2018年度“感动中
国”候选人物。

多年来，捐资助学一直是晨钟教育集团
的光荣传统，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的是对贫
困山区孩子们的深切情怀，希望能带动更多
的社会公益力量一起参与捐资助学,帮助更
多的贫困留守儿童实现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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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入选首批全国普通
高校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基地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名单，全国共 55家。郑州大学
音乐学院巩伟教授团队申报的皮影传承基地入选。
郑州大学皮影传承基地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围绕课
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
展示交流六个方面展开工作，依托学校多学科均衡发
展的优势，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与作
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当代大学生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汲取中
国智慧，将基地打造成学校的一项艺术研究与教育的
特色品牌。 （杨明）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毕明礼

冬季温暖的阳光下，经过细心打磨抛光过
的葫芦在方城县广阳镇新集村村民兰才粗糙的
大手里闪着莹莹的亮光。“这些葫芦晾干后将被
送入加工车间做成工艺品。”兰才告诉记者。

“因种这些葫芦，初步估价，我一亩地今
年能收成一万块钱。”他底气十足地说，笑靥
如一朵盛开的花。近年来，方城县广阳镇驻
村工作人员不断探索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努
力打造产业脱贫新“引擎”。

产业脱贫首要是避免项目雷同化，做出
自己的特色。中原工学院驻新集村第一书记
陈厚民为了找准项目，对项目进行了一次又
一次的筛选。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调研金
丝皇菊种植及深加工、红薯种植及深加工、蓝
莓种植及蓝莓酒加工……以上项目都不错，
但是不尽人意之处就是无法发挥中原工学院

学科优势，进入门槛不高，市场饱和后会造成
谷贱伤农，无法形成长久的产业。在入户走
访中，陈厚民发现村民兰宏涛美术专业毕业，
其葫芦烙画作品有较高艺术价值，且市场销
售情况良好。商丘王公庄有个全国有名的画
老虎村，农村发展文化产业有成功先例。南
阳烙画全国著名，走出了许多烙画大师。中
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科在省内乃至全国具有
较高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发挥帮扶单位中原
工学院的学科优势发展葫芦种植及工艺品加
工，为新集村发展葫芦产业提供丰富的智力、
技术支撑。发展葫芦种植及工艺品深加工在
驻村第一书记脑子里扎了根。

2018 年 4月 12 日，由中原工学院的专
家、教授、河南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及河南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方城县、广阳镇领导及
广大村民参加的葫芦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新集
村召开，大家集思广益探讨研究烙画葫芦发
展之路。研讨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坚定了

新集村发展葫芦产业的信心。
通过镇政府支持，新集村邀请了著名烙

画大师侯娜加盟，成立河南省新集葫芦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使葫芦烙画更具专业化。通
过利用扶贫政策建设葫芦艺术品加工车间，
降低葫芦产业的发展成本。通过对接帮扶单
位中原工学院，让师生共同参与新集村的产
业扶贫。通过传授葫芦村民种植及加工技
术，企业带动，村民跟进，让新集村村民自己
掌握致富的密码。

因为村里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葫芦，对葫
芦种植发展颇有疑虑，考虑到群众的顾虑。
在镇党委政府和中原工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免
费向村民发放种子，提供技术指导，引导贫困
户发展葫芦种植增收。联合中原工学院，组
织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发挥创意，制作工艺品，
为葫芦烙画提供新设计。

新集村的村民在中原工学院教师和村致
富带头人培训下，烙画技术已经掌握成熟，新

集村的葫芦烙画项目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村民在以葫芦文化、非遗文化、福禄寿文化、特
色文化为底蕴，在小葫芦上通过烙画、雕刻、彩
绘等，精心制作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福禄寿、
十二生肖等系列葫芦文化工艺品出炉。

“葫芦与福禄一词谐音，赠人葫芦，就是送
人吉祥。”陈厚民介绍。找准了门路等于对接
了市场，新集葫芦艺术品加工车间的产品很快
就远销省内外。在去年9月份鹤壁召开的中
原文博会上，新集葫芦展出扶贫题材为人民服
务、驻村干部及葫芦茶具系列葫芦作品受到经
销商青睐，拿到了5万元的首期订单。

驻村书记陈厚民说：“我们的目标是，用
最短的时间建设葫芦文化产业园、葫芦种植
示范园和葫芦工艺品加工基地，并在葫芦产
业的基础上开发乡村旅游、葫芦非遗青少年
传承基地、冬令营、夏令营，争取打造‘全国烙
画葫芦第一村’，带领村民过上富裕日子，早
日实现脱贫致富。”

中原工学院小葫芦扛起脱贫大担当

1月 19日，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公布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测试田
径入选名单，济源一中女子田径队员刘乙霖榜上有名。据悉，刘乙霖同学在
北京大学 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测试中取得女子 100米栏第一名的优
异成绩，获得北京大学 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候选人生源地二本线 65%资
格。若2019年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河南省本科第二批次控制线的65%，北
京大学将予以录取。这是济源一中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又一成果。

（崔小胜）

河南师范大学
获3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在教育部刚刚公布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名
单中，河南师范大学取得重大突破，喜获 3项二等奖，
其中高等教育类成果1项，基础教育类成果 2项，获奖
总数位居全省高校第一，全国地方师范大学第五。据
悉，河南师范大学自 2005年以来连续四届获此殊荣。
其中，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广文主持完成的《基础教育
生物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和教务处教师
刘葳葳主持完成的《“实践导向、资源共享、智能支撑”
校地协同乡村教师发展体系创新探索与实践》同获基
础教育类成果二等奖；教育学院副教授梁存良主持完
成的《泛在学习环境下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研究与实践》获高等教育类成果二等奖。 （杨雨淼）

河南大学
举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

近日，由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以色列研究中心、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承
办的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区域与国
别研究研讨会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举行。来自中国社
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省内
外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以及河南大学师生共计
100余人参与本次会议。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等省内其他智库单位也派代表参会。揭牌仪式后，
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学
术研讨会，30余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内容主要涵盖区
域与国别研究、“一带一路”、相关学科发展等议题。

（刘旭阳）

晨钟教育集团爱心助学
三赴镇平看望慰问张玉滚校长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春笋艺术幼儿园从全园幼儿中选出20多名幼儿，
前往郑州市惠济区颐和老年公寓对老人们开展新春慰问。在颐和老年公
寓的活动室里，幼儿们天真烂漫地为老人们表演了《吃货进行曲》《隔壁泰
山》等节目。幼儿们专注、稚嫩的表演，使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
不断爆出兴奋的掌声，有几位老人还跟随者幼儿们的表演手舞足蹈起来。
歌舞表演结束后，在老师、家长们的帮助下，幼儿们把带来的红色围巾、新
年福字、手工作品、新年点心一一送到每位老人的手中。 (梁飞龙 罗莉)

国家重点煤矿千米深井围岩
控制报告会在河南理工大学召开

日前，“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煤矿千米
深井围岩控制及智能开采技术”进展报告会在河南理
工大学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红普、王国法，中国矿
业大学（北京）副校长王家臣，安徽理工大学副校长孟
祥瑞，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赵同谦及各课题负责人、骨
干及参与人员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据介绍，该项目
牵头单位是由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所高校、1所
研究院、3个大型企业组成产学研攻关团队，项目设置
6个课题，河南理工大学教授管学茂主持课题“千米深
井巷道围岩改性关键材料与技术”。经过 1年的研究
工作，开发出了微纳米无机有机复合注浆材料，并在中
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口孜东矿千米深井煤巷进行
了工程示范，得到了用户和专家的认可。

（徐春浩 苏欣仪）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赴新蔡县
开展校地结对帮扶活动

1月17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校长罗士喜携该校有
关部门一起，深入新蔡县孙召镇大马庄村开展校地结对
帮扶活动。罗士喜一行与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和镇村
领导召开了座谈会，研讨建立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
并一同看望慰问了当地贫困户。座谈会上，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驻村第一书记刘建伟介绍了大马庄村的基本情
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罗士喜一行还参观了大马庄村
有机蔬菜基地、现代化养鱼场等。据悉，该校党委高度
重视扶贫工作，注重发挥高校优势，长期坚持开展送科
技教育文艺下乡、慰问贫困户、关爱留守儿童、寻访优秀
党员等活动；充分发挥人才、科技和平台优势，从“产业
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电商扶贫”等方向选好扶
贫项目，制定可行措施，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实
现帮扶地区群众稳步脱贫。 （郝景昊）

教育动态
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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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风再次吹绿柳芽，吹红桃花，十八岁，青春年少的我
们，已站在高考的门口。

不忘初心，我们该用怎样的姿态成长？诗人说：“在青春的
世界里，沙料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
叫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是林则徐的初心；“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戚继光
的初心；“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于谦的初心。“靡
不有初，鲜克有终。”初心人皆可有，但坚持本心实属不易。我们
需要抵御住各种各样的侵扰，牢记最初的誓言，时刻铭记肩上的
责任，不忘对他人的承诺，坚持初心，初心不忘，砥砺前行。

不忘初心，追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渴
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梦想“俱怀逸兴壮思
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对于走在高三这条道路上的学子，不
忘初心的我们，又该如何在奋斗中让我们的青春飞扬？

十年寒窗，三年风雨，我们徘徊过，迷茫过，失败过，但我们
不曾失去坚强，我们不曾失去信仰。我们在暴风雨中迎接挑战，
我们在挫折中学会超越，超越自己，向自己挑战，向弱项挑战，向
懒惰挑战。我们在痛苦中学会承担，磨难挡不住内心的强大。
我们明白，艰辛需要我们自己承受，成功需要我们自己争取。任
何一次苦难的经历，只要不是毁灭，就是财富。我们接受烈火的
铸炼，我们接受汗水的洗礼，我们在努力奋进中永葆初心。

长风猎猎战鼓催，旌旗飞扬马蹄碎。高考的号角已经吹
响。前方是决定命运的战场！我们的目标是胜利，不管多么
困难也要争取的胜利！我们必须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里，在曙
光中努力，在阳光下拼搏，在灯光里奋斗，聚精会神听好每一
节课，一丝不苟做好每一份试卷，以顽强的意志、积极的心态
应对每一天，像一位英雄那样去战斗！

不忘初心，正站在高考的门口，播下梦想的种子，等待青
春在奋斗中绽放，任凭青春在奋斗中飞扬！ (马翔宇)

让青春永葆初心
教育时评

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
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月 15日，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名单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公布，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
雪梅登榜 2018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
单。至此，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校长杨雪梅双
双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近年来，杨雪
梅校长出版学术著作 10余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15
项，发表论文4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河
南省发展研究奖一等奖、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
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级以上奖
励7项，被授予河南省督学、河南省教育评估中心首批
评估专家、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十大科技领
军人物等，入选教育部“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导
师库”。 （杨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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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迎好运 福彩“22选5”头奖花落济源
猪年迎好运,济源的彩民朋友幸运摘得福

彩“22选5”游戏一等奖！1月20日，中国福利
彩票“22选5”游戏进行了第2019020期开奖，
当期开出的号码为03、13、18、19、20。头奖4
注，每注12159元，其中一注喜落济源。

这注头奖由济源市天坛区国际商贸城对
面的 41160021号站售出。据投注站销售员
介绍，中奖的是位老彩民，彩龄已有 8年，每
天茶余饭后都喜欢和朋友在投注站购彩聊
天，每次购彩都会选择“22 选 5”胆拖机选。
终于，在 1月 20日下午凭借 112元胆拖机选
票擒获大奖。

1月 21日下午，头奖得主王先生来到济
源市募捐办兑奖。据王先生介绍，自己是位
彩票发烧友，尤其对福彩的“22选 5”情有独
钟，基本上每期都会买。1月 20日下午，天已
经黑了，路过彩票站时，王先生就想进去试试

运气，便还按照之前自己的习惯选择胆拖方
式投注，没想到这一下竟然把头奖“托”来了。

王先生介绍，买彩票是根据自己的时间，
空闲的时候会坐下来研究一下走势图，时间
紧张的话就会机选，不强求。福利彩票是公
益事业，中不中奖，都是一种奉献。投注不
多，收获快乐。中了是运气，不中的话就当为
社会公益作点贡献。

福彩“22选 5”是河南省独具特色的地方
游戏，玩法简单，通常情况下，大户彩民会使
用“胆拖”投注的方法投注。固定一个胆码，
剩余号码的“21选 4”共有 5985种可能，全包
投注为11970元，如果胆码命中，那么可中得
1 注一等奖、68 注二等奖和 816 注三等奖。
二等奖奖金 68×50＝3400 元，三等奖奖金
816×5＝4080元，两个固定奖的奖金总额达
7480元。

2018 年，新乡市福利彩票工作再创佳
绩，全年共销售福利彩票3.41亿元，为新乡市
本级筹集福彩公益金2110万元，超额完成省
民政厅下达3.14亿元的全年工作目标。目标
完成率 108.3%。销量同比增长 7.79%，销量
同比增长率和目标完成率均居全省各销售单

位第一名。其中，中福在线销售 9329万元，
电脑彩票销售 2.27 亿元，即开型彩票销售
2090万元，均保持强势增长势头。

《中国社会报》记者专程到新乡进行调研
采访，对新乡市2018年福利彩票销售工作取
得的成绩进行了专题报道。 （李明磊）

新乡福利彩票2018年完美收官 喜获全省“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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