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0日，九三学社河南信息工程专修学院支社主委、九三台前小学名誉校长陈战勇，向九三
台前小学再次捐赠现金和实物。此次捐赠 10块电子黑板、500套校服、420个书包、25400元现
金，总金额价值50多万元。14名优秀教师和32名九三好少年获得现金奖励，95名学生获单项之
星奖。 (魏三多 王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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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 李树华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李晓峰

7月 22日下午，河南省实验中学校园迎
来一批特殊的客人，由非洲刚果共和国冈
波·奥利卢—革命中学的师生 19人组成的
代表团，到河南省实验中学进行首次友好访
问，并在省实验中学报告厅举行了夏令营开
营仪式。

7月 26日下午，河南省政协领导和教育
厅相关领导一行，冒着酷暑到实验中学看望
正在开展夏令营活动的非洲刚果共和国冈
波·奥利卢—革命中学的师生。

按照省教育厅工作安排，河南省实验中
学与刚果共和国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签
署友好学校协议。这对于实验中学来说，既
是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举措，也
是一份光荣的国家使命和责任。

近距离了解中原文化特色，深度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魅力。据了解，冈波·奥利卢—
革命中学师生夏令营活动共持续 7天时间，
除外出参观之外，主要在省实验中学校园内
开展活动。结合本次夏令营活动的特点，学
校为他们精心设置了汉语课、体育课、剪纸
课、书法课等丰富多彩的课程。体育课安排
有足球、乒乓球等课程项目，通过体育活动，
帮助这些来自非洲的孩子尽快融入新的环
境；汉语课都是由省实验具有国外汉语教学
经验的老师授课，课堂生动有趣，深受非洲
学生喜欢；剪纸课和书法课都是该校的特色
课程，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中原文化特
色。相信这些来自遥远非洲的朋友们一定
可以拥有一次丰富多彩、充实难忘的中国之
旅，冈波·奥利卢—革命中学和省实验中学
将以本次夏令营为契机，进一步增进了解、
加深友谊，共同书写中非友谊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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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架桥梁 省实验盛开中非友谊之花

7月 18日—24日，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主办的 2019年中国大学生
武术套路锦标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
行，来自全国145所高校的1439名运
动员参赛。河南大学参赛队员通过顽
强拼搏，个人项目共获得 18枚金牌、
11枚银牌和 8枚铜牌，团体总分获得
女子丙组第一名、女子甲组第三名、男

子甲组第五名、男子丙组第六名的优
异成绩，该校武术队还获得“体育道德
风尚奖”。此次比赛是该校参加全国
武术比赛取得的最好成绩，体现了河
南大学武术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的武术
套路运动竞技实力，也展示了该校学
生顽强拼搏和不畏艰难的精神风貌。

(孙博 刘旭阳)

河南大学
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上获19枚金牌

7月14日—20日，郑州财经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班70名学员在上海交通大学、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等地开展了为期7天的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受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进一步锤炼学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培训班于7月15日上午在上海交
通大学开班，培训分为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两个部分。在结业典礼上，郑州财经学院校党委书记李国强
为学员依次颁发结业证书，并作总结讲话，对学员在培训过程中的表现给予肯定。 （李晓培 刘筱萌）

河南科技大学
在全国大学生建模创新大赛中获团体一等奖

7月 22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
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图
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图
学学会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联
合主办，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承办
的第十二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
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
赛在浙江宁波落下帷幕。经过激烈
角逐，河南科技大学代表队取得优异

成绩：8人获得个人一等奖，8人获得
个人二等奖，6人获得个人三等奖，荣
获团体一等奖。至此，该校已连续十
一届夺得团体一等奖。据悉，本届大
赛共有全国420所高校的599支代表
队、4093选手参加团体竞赛和个人竞
赛，参赛学生数首次突破 4000人，为
历次大赛之最。

（王三良 刘万强）

●● ●● ●●

近日，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高校
传媒联盟发布“第三届校媒·全国高
校新媒体评选”获奖名单，信阳师院
官方微信被评为“全国高校新媒体
优秀运营创新奖”，河南大学、郑州
大 学 荣 获 原 创 内 容 奖 、视 觉 设 计
奖。这是信阳师院官方微博凭借影
响力、覆盖力、引领力、创新力获得

“最具成长性高校官方微博”称号后
新媒体建设工作取得的又一荣誉。

据信阳师院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
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当下，该校
把官方微信、微博和抖音号、头条号
打造成为校园热点资讯发布、即时
表达态度、进行热点引导的首选平
台，助力校园文化建设和价值观主
题教育，真正做到“运用新媒体新技
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
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朱四倍)

信阳师院
获全国高校新媒体优秀运营创新奖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刘起胜 刘海燕

7月 14日—19日，为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的党性修
养和责任担当，让广大干部先行一步学起来，为扎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奠定思想基础，河南
师范大学2019年暑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
训班在革命圣地延安举办，该校处级正职以上干部参加
培训班。7月 15日上午，主题教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延
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举行，学校党政领导，延安大学副
校长王刚出席会议。仪式在庄严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
帷幕。

河南师大党委书记赵国祥作开班动员讲话。他强
调举办此次培训班既是追寻初心之旅、思想洗礼之旅，
也是革命朝圣之旅、党性提升之旅，同时也是加油鼓劲
之旅、谋划发展之旅。他说，延安为何能吸引无数仁人
志士和热血青年投身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
期凭借什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三个问题，引发
广大干部深入思考和强烈反响。赵国祥结合学校发展
实际，要求全体干部发扬延安精神，把这次学习培训同
推进主题教育、服务国家和全省重大战略任务紧密结
合起来，同推动师大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同研究解决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和党的建设
紧密结合起来，同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紧密结
合起来，真正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党员干部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
动，奋力推动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中原
更加出彩书写好师大的“奋进之笔”。

本次培训班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采取课堂讲授、现场教学、体验教学、激情教学等灵活
多样的方式，参训干部聆听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专题报告，参观了延安革
命纪念馆、王家坪旧址、知青馆、梁家河知青故居、新闻
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学习书院、中央西北局纪念馆、
杨家岭革命旧址，重温了入党誓词，观看了中国首部红
色主题秀《延安延安》。丰富翔实的革命历史资料和老
师们声情并茂的讲解，将参训干部们的思绪带回到了
那个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切身感受到了中
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光辉革命历
史，深刻感悟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理想、一腔
热血、不怕牺牲的革命情怀，真正体会到了延安精神的
深刻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7月 18日下午，培训班举行了结业仪式。赵国祥作
总结讲话，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组织有力，效
果明显。赵国祥分享了自己参加学习培训的心得感
悟。他提出，通过学习培训，马克思主义之魂在心灵深
处更加巩固和加强，精神之钙得到有效补充，强化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增强了发展的信心，激发了
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延安精神这面旗帜将永远飘扬
在我们心中，必将激励我们勇敢面对未来遇到的各种挑
战。赵国祥要求，全体干部要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热
好身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发扬延安精神，
坚守初心，坚定信念，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全面落实
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战略部署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目
标任务，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6月 25日，河南师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中学习了中央和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7月 4日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
裴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裴春亮为全校处级干
部和党支部书记作“不忘初心跟党走，乡亲不富誓不
休”的专题报告。7月 10日—14日，组织 100余名副处
级干部赴太行干部学院开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培训班。

河南师大在延安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培训

日前，“全球优秀企业的终极榜
单”——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
行榜出炉，今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量达
129家，首次超过美国（121家）。上榜
企业中，河南理工大学校友王祥喜、郭
金刚、刘银志分别担任董事长的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大同煤矿集团、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分别位列第 107、464、484
位。据专注于高等教育数据研究的第
三方机构——杭州青塔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青塔”）对129家中国企业董事
长本科毕业院校的统计结果来看，西安

交通大学本科校友最多，共有5人；中
国人民大学名列第二，共有4人；河南
理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并列第三，各
有3人。其中，王祥喜是河南理工大学
1979级采煤系地下采煤专业的优秀校
友，现任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郭金刚是河南理工大学1983级采
矿工程专业的优秀校友，现任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银志是河南理工大学1985级采矿工
程专业的优秀校友，现任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春浩）

河南理工大学校友
执掌的3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马泰 卫永强

7 月 27 日 ，在 汉 口 发 往 大 同 的
K1367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不适，紧
急时刻，漯河医专教师宋文刚挺身而
出，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紧急查看
处置乘客病情，直到乘客病情缓解后才
离去。

当天，漯河医专教师宋文刚在假期
里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16时许，广播
里响起了3号车厢有乘客突发不适，寻
找医务人员求救的消息。正在 4号车

厢陪孩子的宋文刚，听到广播后立即赶
到现场。经询问，乘客突发头晕头痛，
恶心伴呕吐感，进一步检查乘客发现一
般情况尚可，血压偏高。宋文刚根据自
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安抚患者放松注意
一小时后，各种症状缓解，血压恢复至
正常水平。

当问及救人时的想法，宋文刚老师
坦然说，医者“仁”心，不忘学医初心，牢
记医学使命。每位医生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这样做的。

宋文刚在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用

实际行动诠释医务人员的职责和担
当。也体现了漯河医专教师高度的社
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操，得
到了列车工作人员和其他乘客的高度
赞扬。

一直以来，漯河医专紧扣“立德树
人”这一根本任务，秉承“诚朴 精业”的
校训，肩负办人民满意高等医学教育的
使命和责任。作为河南省“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学校狠抓师德师风
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和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
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四有”

“六要”好老师。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高
铁救人、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被央视
等各大媒体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称赞，体现出学校对塑造良师和培养
良医的不懈追求。

据了解，宋文刚，38岁，病理学副
教授，主治医师，从事医教研工作 15
年，曾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等
进修学习，多次荣获学校优秀教师荣
誉，曾获漯河市师德标兵称号。

漯河医专教师列车上救人获点赞

八一前夕，陆军驻疆某防空旅演习转场借住济源市太行路学校，为学校36名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上了一节国防教育“大课”。队列队形训练、内务整理观摩、武器装备体验和《心系国防 梦想
起航》教育讲座，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爱军爱国的情怀。 (马泰)

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
同组织开展的2018年度寻访“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活动结果揭晓，安阳工
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5级英语专业学
生陈周梦驰、机械工程学院 2016 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
张文帆荣获2018年度“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荣誉称号，并获 2000元专项

奖学金。2018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活动以“奔梦路上，自强不息”
为主题，寻访为实现梦想自立自强、努力
拼搏的当代大学生典型，为当代青年大
学生实现中国梦，树立可亲、可敬、可信、
可学的身边榜样。全国共有1950名大
学生获此殊荣。

（汪文娇 李德平）

安阳工学院学生
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

7月 22日—7月 26日，国际中学
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在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中学召开，来自全国 132所优质高
中的 600多位学生代表参加此次“联
合国大会”。据悉，郑州市第一中学模
拟社团提交的《关于妇女职业技术培
训的解决方案》等文件获得通过，一中
学子展露风姿，赢得与会代表的广泛
赞誉。郑州一中学子在“联合国气候
峰会”，针对特定的环境挑战，探索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法；在“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欧洲与中亚办事处”，他们积
极磋商，使各国为农产品贸易降低关
税壁垒，确保国际市场持续开放；在

“1978全国妇女大会”，他们站在历史
的角度，结合现代思想，维护妇女权
益……一中人品质在此次会议上展
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仰望同一片星
空，却看向不同的方向。”郑州一中模
联 人 将 秉 承 复 旦 模 联“Be the
Change”（改变）的精神，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踏歌前行。 （王楠忆）

郑州一中学子
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