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082019年4月 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树华 编辑 张建华hnrbjy@163.com

河南首个钱学森实验学校落户郑州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张京涛 杨利红

4月 10日上午，郑州四中与郑州报
业集团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合作创办
郑州钱学森实验学校。这是河南首个钱
学森实验学校，由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
授担任名誉校长。

签约仪式前，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新伟会见了钱学森之子、中国航天钱
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交
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郑州
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石大东
等30多名领导和教师出席签约仪式。

郑州钱学森实验学校是河南省首个
获批以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

星”元勋钱学森先生冠名的学校。学校
位于郑州市中原中路 31号，占地 60多
亩，总投资 3亿多元，总建筑面积 4万多
平方米，是一所“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包含小学、初中、高中的12年一贯制
民办学校，2019年秋季面向全市招生。
此次签约是郑州市持续拓展优质教育资
源，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进程中的
一件大事，更是传承钱学森精神和航天
精神的具体实践。

据了解，郑州四中建校于 1938年，
是一所具有 80年历史的河南省首批示
范性高中。郑州市第四中学校长、郑州
钱学森实验学校总校长闫培新在致辞中
说，80年的历史，给予四中的厚重文化
积淀，是四中不断向前的底气和源泉；80
年的发展，给予四中的丰厚精神底蕴，是
四中持续向善的动力和能源。闫培新表
示，多年来，郑州四中以战略性的思维，
前瞻性的视野，开拓性的精神，锐意进
取，敢闯敢试敢为先。

在 2018 年成功创办河南省首家钱
学森实验班的基础上，今年郑州四中进
一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力，携手
郑州报业集团共同创建郑州钱学森实验
学校。

图片新闻

家有儿女

总是嫌女儿作业写字慢、磨蹭、说话
声音小……怎么看都是浑身毛病。我们
班的某某从来不这样，你和人家差远
了。作为老师妈妈，我总是不由自主地
拿自己的孩子和班上的优秀孩子比较。
这周的动物园之旅，却让我看到一个不
一样的女儿，甘心拜女儿为师。

周末，我们全家来到了野生动物园。
动物园占地500亩，一眼望过去，有山有
水风景如画，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开始游
览。女儿就像小鸟儿一样，飞在前面。“爸
妈，你们看，天鹅！”女儿兴奋地指着中央
水禽区的动物们。我顺着女儿指的方向
看过去，天鹅、鸳鸯、鹅、鸭子等各种水禽
悠闲地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便走向天
鹅湖，幽深宁静的湖面光滑如镜，湖中央
四只白天鹅优雅娴静，慢悠悠地蜿蜒前
行。湖四周垂柳掩映下，还有几对天鹅伸
着美丽的脖颈，忽而看向远方，忽而把头
潜入湖水。鸳鸯、鹅、鸭子各种水禽也在
天鹅湖边玩耍嬉戏。

女儿忽然悠悠地说：“都说鸳鸯最痴
情，可是当它们丧偶后，还会找配偶。而
天鹅的伴侣如果不幸死亡，就会终身独
自生活，绝不再找其它伴侣。”我内心一
惊，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的？”女儿正
神情庄重地看着天鹅湖：“我从书上看的

啊！”“哪本书？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的？
你什么时候看的？”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
出。“回家了给你看看哈!”女儿边说边走
向路边的动物园地图和路标，“妈妈，北
边有北极狐馆。”女儿手指着一个小山
处，沉浸在惊讶之中的我望过去，那里竹
林葱茏：“应该是熊猫吧？”“熊猫馆的后
面是北极狐。走,妈妈！”女儿俨然成了
小导游。“北极狐可聪明了，被称为雪地
精灵。它身体特别小巧，这可以降低热
量损失。它有一个大尾巴，在狂风肆虐
的雪地里，北极狐就将身体蜷缩成一团，
然后把头藏进尾巴里，就像盖了一条棉
被。北极狐为了在北极生存，它们学会
了很多本领呢，被称为全能猎手。我最
想看看北极狐了。”女儿滔滔不绝地讲
着。“说的好像跟你见过一样。”我打击
道。女儿嘿嘿地笑了。

之后，在女儿的指引之下，我们游览
了各个野生动物馆。每到一处，都能听
到女儿理性的讲解和自己独特的感受。
我们用欣赏甚至崇拜的心情听着女儿的
讲解。老公干脆称女儿为小张老师了。
做为妈妈的我一直只看到孩子的缺点，
拿分数论英雄。殊不知，成长总是在我
们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的时候蓄力，总
有一天会带给我们惊喜。 (郝娟美)

4月11日，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平原校区的风雨操场上，该校第十五届运动会隆重
开幕，2000名青年学子用自编自演大型团体操表演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在学校操场，
方队变换着“中国”“七十”“1949”“五角星”等字图，表达了学子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自豪之
情；转动的风车、v型图、红十字、百人脸谱、人形树苗、莲花图等，表达了新时代医学生为我
国医疗卫生事业奉献到底的决心。据悉，本次的团体操表演将中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紧紧围绕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进行团体操的
排练和演出，给广大学生进行一次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杨振文 袁玉珊）

4月 13日，由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办，洛阳师范学院团委承办的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在该校伊滨校区洛阳及豫西地区团史馆
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王笃波、洛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王万鹏出席活动。据悉，团中央
从各级各地团组织开展的集中性主题团日活动中，遴选一批规模较大、具有地方特色的
活动进行示范性网络直播和宣传推广。此次活动是共青团河南省委以河南省“青马工
程”培养班学员为主体而开展的一场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也是河南省首场示范性特别主
题团日活动。 （朱玉晓）

拜女儿为师

□本报记者 李树华

又到一年研招放榜季，新乡医学院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的生物技术、生物工程两个本
科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收获了丰硕的学业成
果：40.5%的同学考取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或国家级科研院所的研究生，51.3%的
同学考取了研究生。其中，陈梦仟、栗毅喆
和同宿舍的另外5位“姐妹”全部考取了硕士
研究生，其中考取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人，考取“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1人，而栗毅喆则被中国科
学院录取。她们在新乡医学院这所地方高
校的学业生涯中演绎了一场精彩的蝶变，圆
了“名校梦”。

新乡医学院校长任文杰介绍，生命科
学院结伴、扎堆儿闯名校成为一个突出的
现象。这个学院每年都有考研“大满贯”宿
舍出现。去年，某国家级研究机构通过全

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招录 8名硕士研究
生，6人就出自该院；今年，上海某“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招
生考试招录了生物学一个研究方向上 10名
研究生，其中有 4人来自该院。说到底，是
人才培养工作创新带出了人才培养的高质
量，才使他们有了这样的底气。

近年来，该校围绕人才培养内涵建设，
高标准打出了提升专业品质的“组合拳”。
学校先后在基础医学相关学科方向的基础
上创办了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本科专业。面
对新形势，新乡医学院副院长、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院长朱武凌教授在新兴生物技术与
医学的结合上打造自己的生命科学专业特
色。在增强已有生物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医
药特色的同时，申请新增了“生物与医药”专
业硕士学位点。同时，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构建了具有“新
医”底色的生命科学中高端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基于一流学科支撑一流专业、学科教学
与科研相互“嵌合”一体化发展的思路，对原
有的教研室基层教学组织进行了研究所（研
究中心）改造。实施本科生动态管理的全过
程学业导师制，培养学生专业发展兴趣和指
导学生规划专业发展。据了解，该院本科生
在校期间超过 80%的学生参加了基于课题
的系统性开放性创新实验训练，使学生的专
业学习兴趣、创新精神与才华被激发出来，
学校在最近两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挑战杯赛
学校赛区中先后捧得“优胜杯”（团体第二）
和“挑战杯”（团体第一），获得了 2018年度
学校赛区的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一等奖。

在刚刚结束的该校首届生命科学高端
创新人才论坛上，该校把“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的知名专家和企业的高管请到学校，请
他们论道、建言、挑“毛病”，为本科生上“魅
力生命科学高端课堂”，延聘优秀学者出任

“特聘教授”引领教师团队发展，研习“双一
流”建设高校的先进经验以充实自己创新发
展的智慧。改革人才培养计划，将课堂延伸
到未来的就业之地，推进实习实训与就业一
体化。与上海细胞治疗集团（上海细胞治疗
研究院）、天津华大基因医学检验所、河南华
兰基因生物公司等首批近十家国内生物科
技龙头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关
系。此外，他们也将拓新的目光投向了外面
的世界，开选国际名校公开课，与国际名校
联合办学正在照单推进。

新乡医学院党委书记陈建国说：“一流
是一种追求、一种境界，作为地方高校我们
在国家创建世界‘双一流’大学进程中也不
应该缺席。对标世界大学发展的一流标
准、一流典型，虽然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
走，但不能缺乏勇于追求一流的精气神，善
于走出自己的创优创特之路，就是我们的
一流追求。”

教育动态
本期关注

4月12日-14日，第十二届河南省高职院校技能大
赛暨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河南省选拔
赛在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功举办。来自省内68所
院校，133支代表队，602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在紧张
激烈的赛事角逐中，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参赛代表
队荣获“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第 2名、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赛项第1名、“电子商务
技能”赛项第1名和“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
恢复”赛项第1名。 (李树华）

河南师范大学研究成果在植物学
领域顶尖期刊发表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亮副教授与
沈阳农业大学玄元虎课题组合作在著名学术期刊
《New phytologist》上 发 表 了 题 为 《SYP22 and
VAMP727 regulate BRI1 plasma membrane
targeting to control plant growth in Arabi-
dopsis》的研究论文，发现 SNARE 蛋白 SYP22 和
VAMP727结合并运输内吞的BRI1到细胞膜激活BR
信号。该论文第一署名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张亮副
教授、沈阳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洋和朱晓峰副教授
为共同第一作者。《New phytologist》是植物学领域
Top期刊，生物学1区，最新影响因子7.433。（杨雨淼）

4月 13日-14日，由河南省教育厅举办、信阳师院
承办的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豫南分市场暨信阳师院
2019届毕业生春季就业双选会在信阳师院举行。来自
全国14个省市的近300家企事业单位携20000余个就
业岗位参加了招聘会，吸引了豫南地区高校毕业生
8000 余人前来应聘。与往届相比，本次双选会亮点
多。一是机关事业单位增多。二是高质量就业岗位增
多，类似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等
大型企业较往年增多。三是省外就业单位增多。参会
单位除了河南本地外，还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湖北
等 14个省市单位前来参会。四是薪酬待遇提高。有
80%的岗位给毕业生提供薪酬在4000元以上。

（朱四倍）

日前，2019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山东省
蓬莱市体育馆圆满闭幕。南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手球
队2018级运动训练专业的李纪星同学和张晓康同学，
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以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作风，赢
得了场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也赢得了场上对手的尊敬，
在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其中张晓康同学被评为全国青
年男子手球锦标赛“最佳左边锋”，展现了南阳师范学
院学子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 （张君明）

信阳师院举办
毕业生春季就业双选会

南阳师院手球队在全国青年
男子手球锦标赛中获佳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启动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宣教活动

4月 12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该校英才校区举
行“2019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河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办公室主任贾博，省公安厅
国保支队支队长姚江丽，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卢奎以
及学校各学院师生代表共千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据
悉，本次活动旨在把国家安全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营造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宣传气氛并扩大对外
宣传报道，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巩固
国家安全教育成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蔡明）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

●● ●● ●●

鹤壁高中举行中原名师工作室
培育对象开班仪式

日前，中原名师及省骨干教师培育对象第二次集中
培育开班仪式在鹤壁高中举行，来自全省的300多人参
加了开班仪式。鹤壁高中郭研芳、新乡一中遆广凯、安阳
一中王文欢三位老师做了现场点评。据了解，此次中原
名师工作室省名师和省骨干教师培育对象第二次集中跟
岗实践培训及工作室成员集中研修将在鹤壁高中进行为
期三天的活动，将通过专家讲座、听课观摩、集中研修、参
观交流、实践展示、同课异构等方式，开展理论与实践、课
堂内与课堂外相结合的系统且全面的培训。 （袁德林）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龙子湖第四小
学举行了阳光体育节网球大课间展示
评比活动。此次活动共由“慢跑拉伸”

“熟悉球性练习”“击球动作练习”“击打
网球练习器”四个板块组成，学生分为
低、中、高三个年级段进行比赛，同学们
队列整齐、动作准确到位，最终，评出一

等奖 3个、二等奖 3个。丰富多彩的网
球大课间体育活动让该校师生们体验
到成功的喜悦、合作的重要性，今后，学
校将坚持开展并不断丰富大课间活动，
使之更符合学校实际和学生发展特点，
培养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录俊杰）

近日，为进一步推进书香校园文化
建设，丰富真趣读书的内涵。郑州市金
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开启了“真趣读
书 诗润童心”年级诗词诵读活动。学
校从一年级的《咏柳》到六年级的《如梦
令》，每一首诗词都是经典的重现，每一

个声音都浸润着浓郁的书香气息，每一
个孩子都充满灵秀之气，每一个心灵都
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该校书香
校园因真趣读书而更加书香飘溢，纯真
好少年因诗润童心而更加阳光自信。

(王杜娟 王书云)

郑州市金水区龙子湖四小开展大课间展示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一小开展诗词诵读活动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传承优良家风，助力脱贫攻坚”。4
月 12日上午，河南省福彩中心党员代表
一行，来到新乡市乡镇干部学院，向正在
培训的驻村第一书记捐赠 2000册“树家
风”图书，为脱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家风，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
体现，是一种精神力量，良好的家风能使
家庭成员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也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风气，
不仅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更能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此次捐出的《立家训 树家
风 古今名人故事读本》图书，筛选了我
国“好家训 好家风”古今故事 160多个，
设计有插图，每篇文章尾部有名人家训，
故事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脍炙人口，少
长皆宜。

捐赠现场，驻村第一书记拿到图书
后，纷纷翻阅，被书中的故事吸引，表示
将带回所驻村庄，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进行推广，营造良好氛围，打赢脱贫攻

坚战。据了解，之前在焦作市武陟县中
水寨村，扶贫工作人员将该书的好故事
推荐给村民，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助推了当地的脱贫工
作。

近年来，河南省福彩中心不断开展
助“学子圆梦活动”“贫困村慰问活动”

“贫困村捐赠活动”等，以此助力脱贫攻
坚，履行社会责任，受到了社会的肯定与
认可。 (张琛星)

助力脱贫攻坚，河南福彩向驻村第一书记捐赠图书

助力脱贫攻坚，河南福彩向驻村第一书记捐赠图书

新乡医学院创优创特“蝶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