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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视点教踪报道跟

进院校走

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很懒惰，这让我

很头疼。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对孩子的一

生都有帮助，我开始想方设法地纠正他。

我命令他每次饭后都要洗碗，并且之

后我发现他早上和中午吃饭比往常快很

多。他说：“我不等你们了，要不然我上学会

迟到。”背起书包上学去了。而晚饭时他会

非常慢，饭后他说：“我一大堆作业咋办啊？”

我知道，这些都是儿子逃避洗碗的伎俩。

星期天拖地收拾屋子我都会拉上儿

子，他仍用很多借口搪塞。我想出金钱奖

励：拖地10元，干家务20元等。儿子干得

很起劲，但慢慢问题又出来了，他干任何事

情的出发点都为了钱。我知道问题严重了

便取消了金钱奖励，儿子立马又懒惰起来。

一天我下班，正巧看见儿子帮妻子

晒洗好的衣服，我随口说：“小帅哥真孝

顺赞一个。”儿子听后干得更起劲。我这

才发现，平时是不是应该多夸奖孩子啊。

吃饭时我说：“儿子真棒，这次英语考试

进入了前六名。”儿子很高兴，吃过饭儿子还

帮妻子把碗碟送进厨房。从那时起，只要发

现儿子有一点进步我都会不吝赞美。

从此儿子改掉了懒惰的毛病，也变

得越来越自信。看来，孩子的优点是夸

出来的。（周口市太康县支农路小新星英
语学校焦辉）

长课堂家

孩子的优点夸出来

2014年12月23日午间操时分，位于叶县

廉村镇穆柯寨村的穆柯寨幼儿园内，一名年轻女

教师引导着200多名孩子在操场上挥动小手扭

动腰肢快乐地跳着舞蹈《小苹果》……这名女教

师叫邓佳佳，今年27岁，是穆柯寨幼儿园的园

长。但有谁能想到，她竟是一名辞掉了10万年

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呢？

2006年6月，邓佳佳在汝州师范学校进修

了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之后应聘到山西卓凡大酒

店。2008年她当上了酒店经理，年薪达10万

余元。然而在一次回乡探亲后，邓佳佳产生了

回乡开办幼儿园的念头，毅然辞去了高薪的工

作。

2011年，邓佳佳回乡看望外婆时意外地发

现，农村幼儿园的办学条件超乎想象得差，一个

十几平方米的教室塞了五六十个孩子，狭小的

窗户让人透不过气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农

村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隔代教育教育理

念较为落后。耳闻目睹这一幕幕，邓佳佳决定

自主创业创办一所真正的幼儿园。建幼儿园得

到了村委的许可，场地就用自己家的宅基地，但

要建一个符合规定标准、优质的幼儿园需要

150万元。面对资金问题她心里没了底。怎么

办？邓佳佳奔波在银行和亲戚朋友之间，甚至

用掉了自己的嫁妆钱。其间，她受到猜疑、不

解，她也曾无数次独自落泪。

2013年，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教学

楼建好了。但同时师资力量、校车司机资格

证、校车证等一大堆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农村

条件差，幼师院校毕业生自愿下乡的少，几次

去招聘会一说在农村便无人应聘，无奈之下，

邓佳佳一次次提高待遇终于找到了专业教师；

光一个校车证就需要8个单位的章，邓佳佳拿

着教育部门发给她的那张8个框框的表格一

次次地奔波……

2013年秋季幼儿园正式招生，报名情况并

不理想。为了转变家长落后的教育观念，邓佳佳

和老师们顶着炎炎烈日走家串户，不厌其烦地给

他们讲小学化和成人化倾向的危害。开学第一

天，老师们给每个孩子修剪指甲、洗脸、洗手、梳

头……当老师给其中一个孩子梳头时竟发现她

的头上长了虱子，邓佳佳心疼地领她洗了头。原

来这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家庭条件相当困难。

为此，邓佳佳为她找来家里穿旧的衣服，并在生

活和学习上给予这个孩子特别照顾。

邓佳佳告诉记者，幼儿园注重关怀、接纳、尊

重的理念，支持学生大胆探索与表达，一年来不

断开展特色教育实践活动，逐渐形成自己的园本

教育，得到了上级认可。穆柯寨幼儿园两次被县

教体局评为先进单位，她也被评为优秀园长。目

前，幼儿园已由原来的百十名幼儿增加到200多

名。“作为园长，每当听着孩子们甜甜地叫老师

‘妈妈’时，我都会感到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邓佳佳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谢谢好心人为我妈妈捐款，爸爸

说捐款已2.3万多元了。有的好心人直

接来家里看我们，有的好心人通过电话

关心我们……”2014年12月29日，在

内黄县城关镇南庄村，16岁的梁嘉鑫一

边辅导弟弟梁嘉琦功课一边说。

广东省中山市的张永明向王晓敏

一家捐款5000元。“从网上看到你们家

的事很感动，尽点微薄之力。”张永明在

短信中说。内黄县一名姓曹的女士看

到报道后利用微信上的朋友圈为王晓

敏一家募捐。“我通过爱心接力的形式

为他们募捐，第一天有22人捐款4800

元，第二天达到38人捐款8100元，第三

天达到46人捐款金额达到1万元，目前

爱心接力已经传递了63棒，捐款金额达

到13800元。”曹女士说。此外，该县梁

书生捐款1000元、梁现臣捐款3000

元；安阳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心

人打来电话向王晓敏一家捐款1000

元。目前，爱心接力仍在继续……

“说实话，前一段时间我想放弃治

疗，花钱实在太多了。但是俩孩子争着

给我捐献造血干细胞，又有这么多好心

人为我捐款，我一定坚强起来好好接受

治疗。”王晓敏说。 (翟书生任贵伟）

汝阳县是地处豫西深山区

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9

年汝阳实验高中经国家外国专

家局批准获得聘请外教资格，

成为汝阳县唯一获此殊荣的学

校。2014年9月初，来自俄罗

斯喀山国立大学的两名大学生

凯特、莉莉带着无比喜悦的心

情来到汝阳县实验高中。

凯特、莉莉 2014年9月通

过有关部门介绍来到汝阳实验

高中，她们在努力学习汉语的同

时经常和老师们进行交流，和同

学们亲切沟通，业余时间还学包

饺子、唱中国歌曲、弹吉他……

在这里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

化和无穷的魅力。

为了适应新的生活，她们业

余时间就上网看电影、电视剧、

读书、听歌曲，上英语课把同学

们当做自己弟弟、妹妹认真地教

他们学英语。从没有走出大山

的孩子们，对近在咫尺分外亲切

的外籍老师颇有好感，老师风趣

幽默的语言也使他们对学英语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起英语更

起劲。凯特、莉莉说，她们在汝

阳实验高中助教时间虽然只有

一年，可她们已经把自己的生

活、事业融入到这里。（康红军）

2014 年 12 月 28 日，夏邑县罗庄镇蓝天国学幼

儿园，利用星期天，组织开展“迎新年，送关爱”志

愿服务活动，给五保老人分发节日红包、棉衣、棉

鞋、棉袜和米面油肉等，把新年关爱、祝福和别样

关爱送给五保老人。图为幼儿园的孩子们为五保

老人捶背。 苗育才 摄

2014年12月19日，本报

以《我们要用生命延续妈妈的

生命》为题报道了家住内黄县

城关镇南庄村的村民王晓敏

不幸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她16岁的儿子梁嘉鑫和11

岁的儿子梁嘉琦争相要将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给母亲

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

用爱的力量
拯救生命……

放弃10万年薪当起“孩子王”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

片新闻图

2014 年 12 月 28 日，

商水县舒庄乡中心幼儿

园的留守儿童正在通过

“亲情电话”给在外打工

的爸爸妈妈传递新年祝

福。为架起“双节”期间

留守儿童与外出打工父

母沟通亲情的桥梁，该县

300多所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按照县人大、纪委、教

委的要求开通了“亲情电

话”，让留守儿童免费与

外出打工父母打电话。

乔连军李前进摄

太康县职业中专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仪式启动
体验科技感受奇妙，学习

科技助飞翱翔。日前，中国流

动科技馆河南巡展太康站启动

仪式在太康县职业中专教学楼

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省、市

科技协会领导及太康县县委、

县政府领导和各乡镇少年宫负

责人，县职专全体师生参加了

启动仪式。

中国流动科技展由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展区由

中国科技馆和河南科技协会承

办，此次活动由河南省科技馆、

周口市科技协会、太康县人民

政府协办。此次巡展以“体验

科学”为主题，设置了声光体

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数学

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数

字生活七个主题展区，50件互

动展品与科学表演、科学实验

及科学影视相结合，为体验者

提供了参与科学实践的场所，

让观众在体验中感受科学魅

力、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智

慧。据悉，此次太康站展出活

动将持续三个月。 （贾致忠）

商水县中等职业学校

迎新年才艺汇演精彩纷呈
2014年12月30日，商水

县四所职专师生齐聚县影剧

院举行迎新年才艺技能展

示。此次活动，周口市教育局

副局长余卫国、职教科科长朱

连志、县人大主任杨继鲁、县

宣传部部长韩林、政协副主席

司新国、副县长刘和辉、教体

局局长李忠、党组书记莫祥云

到场观看演出。晚会表演精

彩纷呈，最后晚会在舞蹈《宫

灯迎新》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

中拉下帷幕。

据悉，去年，该县四所职业

学校对口生共报考945人，本科

上线124人，占全市对口高考本

科上线总人数的56%。本科上

线率13%，较去年增加3个百分

点，自1987年以来，连续28年稳

居全市职业教育第一名。2014

年招生，全年完成2400多人，位

居周口市第一。 （张燕文）

汝阳实验高中

“洋教师”来助教 学英语更起劲

1月4日，笔者从驻马店

供电公司了解到，该公司2014

年累计完成供电量104.4亿千

万时、售电量100.005亿千瓦

时，供售电量双双突破百亿千

瓦时大关，连续五年保持年10

亿千瓦时级增幅。

2014年以来，驻马店公

司全年主网基建工程开工13

项，投产8项，主网新增110千

伏及以上变电容量74万千伏

安、线路99.2公里。构建与市

重点企业和“两区”（产业集聚

区、经济开发区）客户的双向

沟通机制，实现电企双赢。累

计新装、增容9951户，新增容

量32.77万千伏安，业扩报装

时限同比缩短 8.44 个工作

日。为方便用户,驻马店公司

还先后推出自助终端、网上银

行、支付宝等12种交费方式，

开通社会化代收网点265个，

全面实现城市“十分钟交费

圈”，基本建成农村“村村有交

费点”。此外，该公司不断加

强停电计划管理，年度带电作

业化率89.54%，减少停电时

户数7.5万户时；创新主变更

换模式和多组刀闸集中检修

模式，缩短检修时间80%以

上，有效避免了重复停电造成

的电量损失。（黄文静）

近日，笔者走进范县思源实

验学校，就传来一阵整齐的宣誓

声，寻声望去，看到校长张辉正

带领全体教师一起宣誓。这样

的画面每天都会出现。2014

年7月，张辉经过演讲、答辩、

综合考察等环节以公开竞聘的

方式成为该校校长，成为范县

最年轻的县直中学校长。他接

手新学校时学校还没有完全建

好，对此，他没有抱怨，找了一间

简易的办公室提前开始办公

了。2014年9月3日，范县思源

实验学校开学了。

因学校大部分学生家长外

出务工，留守学生众多，于是他

在全校率先发起了“校园家长”

活动，每一位老师认领一名或

几名留守孩子，组成校园家庭，

做留守学生的“校园爸爸”、“校

园妈妈”。他要求教师每天和

孩子说一句话，每周和孩子谈

一次心，每月给孩子办一次实

事，让老师们用实际行动关爱

留守学生。他所认领的“校园

孩子”吴孙飞很快适应了新的

学习环境，在前不久举行的期

中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

们发现自己的长处，给予每位

学生以激励、以点拨。”这是他

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的极力倡

导下，学校成立了演讲朗诵艺

术社、主持艺术社、舞蹈社、音

乐社等兴趣社团，引导学生根

据本人兴趣爱好加入，在社团

里尽情享受到了属于自己的快

乐时光。他琴棋书画样样精

通，在濮阳市举行的象棋比赛

中多次获得冠军。

为全力提高新聘教师的教

学业务能力，他在全校开展“师

徒结对”活动，指导和帮助青年

教师加快专业发展，使青年教师

与老教师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相

互提高，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水平的提高。“ 作为校长，我会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出彩人

生。”张辉常说。 （葛玉芬）

驻马店供电公司：供售电量双双突破百亿千瓦时

长风采校

范县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张辉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之本

叶县邓佳佳回乡创业开办幼儿园

根据近日出台的《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我省将逐步完善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

口随迁子女接受教育保障机制，保障农

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

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我省规定，要把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纳入当地公共教育体系和财政保障范

围，按照“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

校为主”的原则，保证随迁子女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完善公益性、普惠性学前教育

政策，创造条件逐步满足随迁子女入园需

求；随迁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享受学校

所在地免学费政策。具有流入地初中正

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可在当地参加中

考，具有流入地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正式学籍的应届毕业生可在当地参加高

考。各级政府要合理布局和科学编制中

小学建设规划，优先支持依据城镇规划

布局调整的中小学建设，合理配置教育资

源；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旧城区成片改造

或城市零星开发时要按标准和规范配套

新建或改建、扩建中小学，并与居民区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逐步

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要。 （见新）

育资讯教

我省确保随迁子女就学
纳入当地公共教育体系

和财政保障范围

随着2015新年钟声的敲响，史上最大规
模的双色球派奖，在支持她多年的彩民朋友们
陪伴下，告别了2014，迎来了崭新的2015。在
新年开年头两期开奖中，双色球以21注头奖回
馈了广大彩民的厚爱。

2015年 1月 4日，双色球第2015002期
开奖，既是新年第二期开奖，也是双色球5亿
元派奖开始后的第三十一期开奖，开奖号码
为红球07、15、16、25、28、32；蓝球05；幸运蓝

球08。当期共中出头奖13注，单注奖金为
737万多元（含派奖76万多元）；二等奖中出
152注，单注金额17万多元；本期双色球开
奖，幸运二等奖出现井喷，成为自二等奖开始
派奖以来中出注数最多的一期，共26注，在这
样有奖大家分的前提下，二等奖派奖的500万
元均分后，单注金额为363662元，其中含派
奖192307元。

本期双色球游戏计奖后，奖池金额为5.04

亿元，这也是奖池金额连续六期超过5亿元。
按照游戏规则，当奖池资金高于1亿元（含）时，
奖金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当期高等奖奖
金的55%与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单注奖金
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另一部
分为当期高等奖奖金的20%，单注奖金按注均
分，单注最高限额封顶500万元。

高位荡漾的奖池，是不是也荡漾了你的
心？双色球，等你！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2014年第53周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424万元。兑付五

千元以上大奖3个，其中40万元大奖2个，5万元大奖1个。

本周大奖中出不少，实兑寥寥。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分析

花神、争分夺秒、好运十倍及黄金盛典等热点彩票易中出。

福彩刮刮乐返奖率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福彩刮刮乐
2014年第53周大奖公告

5亿派奖即将结束
不要让“加料”大奖与您擦肩而过

12月25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第2014150期开奖。当期是2014年双色球5
亿元大派奖的第二十七期，开出头奖9注，单注
奖金为771万多元（含派奖111万多元）；其中，
我省一位幸运彩民在位于濮阳县鲁河乡敬老
院楼下的福利彩票第41590659号投注站凭借
一张四元单选票中得头奖一注。

元旦过后，这位幸运彩民张先生（化名）和
家人一起到省福彩中心兑奖室领取了这注大
奖。据悉：张先生是濮阳县当地人，家境不太好
的他在年轻时就外出打工，直到近期才返回家
乡。在外地打工时，张先生为了打发空闲时间，
就在工友的带动下一起购买彩票。当时他们一
个宿舍十几个工友一起，每期每人对个十元、八

元的放在一起去买双色球小复式，那段一起选
号、一起等待、一起兑奖，拿着奖金一起去吃饭、
喝酒的日子至今仍让张先生念念不忘。张先生
尤其记忆深刻的一次经历是有一年快到过年时
也没存住钱，正感觉年关难过时，却发现自己与
工友合买的彩票中了奖，他拿着分到手的八千
多元奖金快快活活地回家过了个好年。

随着家里孩子越来越大，老人日渐衰老，张
先生为了更好地照顾家里，就结束了在外打工
的生涯，回到家里干活。在劳作之余，张先生还
是放不下自己买彩票的爱好，没有人合买没有
能力去进行复式投注，就采取精选号码然后守
号的方式进行投注。张先生在24日早上买的
那张2014150期一等奖中奖彩票就是他已经守

了大半年的投注号码。当被问及为什么隔了那
么多日子才来领奖时，张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说：当时买完彩票后并没有及时去查询中奖
号码，直到28日他再次去福彩投注站购买彩票
时才发现自己中了大奖。张先生在按捺住自己
激动的心情后，不动神色地将自己另外几注守
号投注票购买后就赶紧跑回了家。在家里，他
将这张中奖彩票找出来又反复核对了几遍，在
确认无误后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并在
元旦假期一结束就到省福彩中心领奖。

张先生在领过奖后表示，自己的家庭经济
情况不太好，兄弟们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这
次自己中了大奖，是自己小家的运气，更是大
家的福气，他准备将这笔大奖存起来，日后留
作孩子们念书的费用及大家庭里谁家困难时
的帮助基金。相信有了福彩双色球这笔大奖，
自己和家人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出彩。

濮阳彩民守号中得双色球大奖77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