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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段丰乐 魏巍

近日，2019年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主观题成绩公布。郑州升达经
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2016级共有 93名
同学报名，其中32人通过考试，一次考试
通过率为34.41%，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据了解，法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国家
统 一 法 律 职 业 资 格 考 试 实 施 办 法》
（2018）的有关规定设立的法律类职业证
书考试，是法科学生走向行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是担任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
必备的条件。法律知识浩如烟海，法考内
容卷帙浩繁，法考素有“天下第一考”之

称，通过率一般在10%左右。
该校高度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引

导和培养，在办学之初就秉承创办人王广
亚博士在长期办学实践中确定的“三三三
制”办学核心，并长期贯彻于教学及整体
工作之中。其中，第三个“三”为“三特
色”，即“两证多照的专业特色、风度仪态
的形象特色和守时守信守法的品德特
色”。所含教学特色——“两证多照”是第
一位的，即要求本科学生毕业时，不仅要
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还要取得英
语、计算机等级证书和专业方面的资格证
书。该校的办学理念是“伦理、创新、品
质、绩效”，其中，品质和绩效包含对人才
培养的标准要求，回答了学生在校完成学
业之后，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首
先，应是一个合格的人才，即品德高尚，毕
业时应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其次，应是

一个专业扎实出色的人才，即除上述“两
证”外，还应有所创新、有所扩展、有所提
升，鼓励学生考取研究生或含金量较高的
资格证书。

该校文法学院坚持贯彻落实创办人
“两证多照”的理念，鼓励、支持、帮助学生
考取高级别资格证照。其一，夯实专业认
知。从新生入学之初就将法科学生的职
业生涯规划融入专业教育和专业认知之
中，在新生中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引导
学生提前规划大学生涯，提前准备证照考
试。其二，贯穿人才培养。在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中，始终贯穿对学生的职业成长规
划和证照考试辅导。做到法考内容“进大
纲、进课堂、进辅导”的三进原则。其三，
强化专题辅导。在同学们备战法考的日
子里，学院领导、专业老师和辅导员更是
心系备考学生，一方面专业教研室有序为

学生开展专题辅导，另一方面学工队伍多
次深入学生学习场所和宿舍进行关心和
慰问，让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上没有后顾
之忧，专心复习。在过去的五年内，升达
学院法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法考年均通
过率保持在 35%以上，每年向社会稳定
输送30余名合格的法检及律师人才。多
年来法考的优异成绩，已经在学校形成了
优势带动效应。

该校法考屡获佳绩源于优良的学风建
设、科学的培养方案、创新的教育教学模式
以及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师生共同努
力的结果，是学校“两证多照”办学特色取
得成功的典型体现。除了法考以外，学校
还高度重视学生考研、考取注册会计师、考
取高级程序员等，并专门设立考研考证专
项奖学金，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奋发向上，
争取成为所学专业领域的拔尖人才。

本期关注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重视学生专业能力培养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近期，郑州轻工业大学党委讲师团成员按照学校党委《“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安排，深入学校各二级单位党
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宣讲。学校党委
通过“精选专家、精准备课、精心组织”确保宣讲内容与主题教育要
求保持高度一致，与师生思想、工作、学习、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此
次宣讲活动实现了“两校区一基地”28个二级单位党组织全覆盖，
千余名师生员工到场聆听，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 （刘磊）

儿子学校留了一道作文题：妈妈的
一天。五年级的他无从下手，求助于
我。我的一天？那不就是“打冲锋”的一
天吗？怎么跟他形容呢？

忽然有了主意，与其把自己的一天
说给他听，不如让他亲身体验。星期六
我照常加班，头天晚上我和儿子定了个
计划：跟我去单位体验生活，并在家里来
个角色互换。

星期六早晨，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儿
子起来后，就嚷嚷着要吃饭，我一动不动，
照看不误。儿子跑到我眼前说：“快做饭
啊老妈，一会儿去单位。”我说：“你忘了
吧，今天在家里你当家长，你做饭。”儿子
恍然大悟：“哦，从现在就开始了呀！”儿子
不会做饭，只好弄了一杯牛奶一片面包端
了过来。我不吃，学着他的样子做挑食
状，儿子左劝右劝，我假装不情愿地吃了
一点。儿子说他好不容易做的东西您还
不爱吃，浪费他一片心意了。我告诉他，
妈妈天天给你做东西吃，你天天都挑食，
我才真正伤心呢。儿子无语了。

饭后儿子就急着要走，我说你把被
褥叠好，把碗洗了，地板扫一遍，儿子的
嘴巴张得老大。总算要出门了，我又说
给我拿包去，把鞋给我擦干净，替我穿上
衣服，最后别忘了锁好门，并要随手把门
口的垃圾带下楼。忙完这些，儿子都要
抓狂了。

下班在菜场，我只负责付款，吃什么
买什么买多少都是儿子说了算，大包小
裹地把儿子累得直哼哼，我硬起心肠假
装看不见。儿子要求打车回家，我说：

“那可不行，公交车只要两元钱，打车至
少10块，老妈天天就是这么省钱的。”

儿子噘个嘴回到了家，气呼呼地往
沙发上一躺。我急忙喊：“我饿了，快去
做饭，我要吃红烧鱼、酱排骨，还要松仁
玉米和小馄饨。”儿子都要哭了：“我哪会
做呀！”“我不管，做不好我不吃饭！”儿子
冲进书房求助老爸，老公只好来到厨房。

父子俩在厨房里面面相觑，面对一
堆食材束手无策。我坐在客厅，看着电
视，吃着零食，跷着二郎腿，好不惬意。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听到喊我
吃饭的声音了，我一个箭步来到餐厅，面
对四菜一汤面露不悦。儿子急忙问：“怎
么样？”我一翻白眼，“没有爱吃的。”儿子
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我和老爸辛辛苦苦
做的，您就吃点呗，给个面子还不行吗。”
我扑哧乐了：“怎么样，接下去还演不？”

儿子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终于理解
老妈的一天了，以后自己能做的事情自
己做，帮老妈多干活儿，不挑食。”然后冲
着老爸说：“您不知道老妈的工作多辛苦
多忙碌，你要和我一起帮老妈减压。”一
天的角色互换之后，老公检讨了，儿子懂
事了。 （青衫）

信阳师院获2019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称号

日前，教育部“2019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总结交流
会”在上海举行。教育部、上海市的领导出席，50所 2019年度全国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代表及各省教育厅学生工作部门代表参
会。据了解，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评选由教育部组织。2019年
1月，教育部正式启动了 2019年的评审工作，经各学校总结、各省
教育厅评选与推荐、专家初选、社会调查、实地调研等环节，最终评
选出了50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其中部属高校8所，省属
本科高校31所，高职高专院校11所，信阳师院获2019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称号。 （朱四倍）

教育动态

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校足球队夺得2019年郑州市“传统项目
学校足球锦标赛”冠军、亚军。近期，该校足球队积极备赛，教练有针对性地制定
训练计划,通过学校的大力支持、教练的严格要求、队员的认真训练，最终在历时四
周的激烈比赛中，学校乙组队荣获冠军，甲组队获得亚军。

(郭飞 霍楠)

河南师大高书燕教授入选2019年度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日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2019年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入选人员名单，河南师范大学高书燕教授成功入选，并被授予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据了解，河南省今年共9人入
选，其中高校5人。截至目前，河南师范大学共有4名教授获得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称号，分别是常俊标、郭海明、江智勇、高书燕。
高书燕现为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河南省特聘教授，首届“中原千人计划”领军人才。 （吕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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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互换
家有儿女

郑州轻工业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实现全校党组织全覆盖

中原工学院召开赴加拿大
高等教育教学法项目培训成果汇报会

近日，中原工学院专门召开赴加拿大高等教育教学法项目培
训成果汇报会，邀请培训团成员面对全体校领导、中层干部、各学
院教研室主任、教学骨干等 450余人分享培训内容和体会。苗凤
君、赵茜、黄新春、张留学、张明分别代表小组从UBC教育理念与启
示、UBC教学法介绍及反思、一流本科的课程考核体系、UBC培养
方案介绍、教学支持与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专项汇报。中
原工学院校长王宗敏讲，中原工学院把开展骨干教师国际化培养
作为学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举措，不断加大投入，提升学校
师资国际化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 （毕明理 张倩涵）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座谈会在商丘师院召开

12月 5日，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商丘师范学院承办的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座谈会”在该院召开，来自全省
高校、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代表 80余
人参加了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以“全省如何更好地开展非遗保护
发展和传承工作”为中心，并围绕此展开发言和讨论。会上还学习
了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应知必
备》的专题讲座。 （任婷婷）

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研讨会
在河南财政金融学院举行

12月 3日，河南省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暨财税
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研讨会在河南财税金融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
行。本次会议以“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为主题，财政部总法
律顾问、条法司原司长许大华作题为“新中国财政法律制度建设的
成就与经验”专题报告。本次会议由河南省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
会主办，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和河南省公共政策
与地方治理（软科学）研究基地承办。 （胡红军）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全国高校
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中获佳绩

日前，由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我心中的思政
课”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颁奖典礼在
武汉大学举行。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慧灵老师指导的参赛作品《渠缘》在全
国 325部微电影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

奖，位居全国第34名。据悉，微电影《渠
缘》以“红旗渠精神”为主题，阐述了一名
叫“林红缘”的学生和红旗渠之间的缘分，
以及在该学生的影响和感召下更多的人
了解、体悟、传播红旗渠精神的故事。

（张建华 吉瑞娟）

河南省团校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助力“乡村振兴”
近期,河南省团校主动发挥省派

“第一团支部书记”助力脱贫攻坚、服务
基层群众的作用，践行脱贫攻坚工作提
出的扶贫扶智要求，以教育扶贫、产业
扶贫、技术扶贫为导向，通过集中培训、
市场考察、基地实训、创业指导、考试考
核、跟踪服务等培育环节，着力培养一
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涉农创业

队伍。
培训班组织学员前往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新郑市
君源有机农场、郑州荥阳高村银水湾庄园
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参观交流，让学员

“少一点盲目、多一点实干”，实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帮助学员自我锻造具备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能力。 (马泰)

不忘初心 传承红色精神
——郑州一中教育集团纪念“一二·九”运动84周年大合唱纪实

□本报记者 马泰 本报通讯员 乃殿雄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
步坚定郑州一中学子的理想信念，12
月 6日—8日，郑州一中教育集团下属
的三所学校——郑州中原一中实验学
校（一中老校区）、郑州市西一中学、郑
州一中国际城中学，分别举行了以纪念

“一二·九”运动 84周年为主题的大合
唱比赛。

三个校区66支合唱队参加了本次
比赛，师生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和昂扬的
精神，表达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
颂扬。

郑州中原一中实验学校大合唱比
赛于 12月 6日下午率先启动，合唱主
题为“红歌携历史同行，青春与时代共
舞”。22个参赛班级盛装出席、齐聚一
堂，校园合唱团一曲《少年，少年，祖国
的春天》中拉开了序幕。两个多小时，
22首红歌，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形
式演绎了那段抗日救亡的光荣历史。
《映山红》《我的中国心》《歌唱祖国》唱
出了一中学子对祖国的一片深情，《鼓
浪屿之波》声声呼唤宝岛台湾，《东方之

珠》对香港回旋着一腔血脉共流的情
怀，《十送红军》《南泥湾》……一首首经
典曲目唱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

12月 7日上午，郑州市西一中学大
合唱比赛在该校运动馆举行，合唱以

“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为主题。西
一学子用他们满怀深情、铿锵的节奏向
先烈们诉说“这盛世如您所愿”，表达着
中国少年开创美好未来的决心！

活动伊始，热情洋溢的舞蹈兴趣课
成员为大家献上一支青春活力的《天天
向上》，曼妙的舞姿展现着新时代青少
年的昂扬精神。初一年级各班合唱《义
勇军进行曲》，他们吹起新时代的号角，
将对祖国的爱融入五星红旗的一角，将
对革命先烈的追忆，融进庄严肃穆的国
歌。初二年级各班合唱《向着未来，向
着明天》，他们满腔热忱，唱出所有西一
学子的心声。各班尽展才艺，用丰富多
彩的形式演绎歌曲的内涵。有的准备

了器乐演奏，有的配上优美的舞蹈动
作，有的增加了武术表演、情景剧……
表演一次次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实现中国梦，西一在行动；学子须
奋进，青春勇担当。

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的“一二·九”
大合唱比赛于12月 8日下午启动。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句句撼
动人心的歌声，或雄浑、或激昂、或柔
和、或温暖，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动听

的合唱、构思精巧的表演、绚丽的舞台
背景……这既是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也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洗礼。

羽衣蹁跹的开场舞、全体教师同台
献唱、集体宣誓等环节将比赛一次次推
向高潮。

“打倒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中
华民族万岁”……比赛最后，各参赛班
级高喊出84年前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
口号，再次点燃了一中学子的爱国热
情，同学们摩拳擦掌，仿佛要加入那场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舞台上的大合唱之外，国际城校区
还借助新媒体邀请了家长参与，全校400
多人次通过线上投票、留言等方式为自
己喜爱的班级和节目打Call。同时还通
过钉钉班级群平台进行了全方位直播，
累计观看量达几千人次。红歌唱响在校
园舞台，回荡在每一个家长的心底……

“一二·九”大合唱是郑州一中每年
一度的德育教育活动，也是郑州一中的

文化传统，从一中本部到集团学校，薪
火相传，弦歌不辍。郑州一中教育集团
师生以“一二·九”合唱的形式，缅怀先
烈，传承民族精神，增强一中学子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激励同学们将个人命运
与时代、与中华民族紧密相连，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12月 5日,郑州澍青医专第一届国际交流文化艺术节在修武实训基地体育场
盛大开幕。该校3000余名师生与韩国、日本、芬兰、马来西亚等国国际交流班工
作人员参加了开幕式。据了解，该艺术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艺
术活动，展现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打造富有特色、极具魅力、绽放在健康中原的
中外文化嘉年华，让师生领略多彩的五洲风韵，增进对各国文化的了解与理解，使
师生自觉成为文化交流交往的友谊使者。

（郭卫敬）

郑州中原一中实验学校“星辰”合唱团拉开了比赛序幕

郑州市西一中学演唱改编曲目
《我喜欢》

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演唱《黄河大
合唱——保卫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