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创新

人才培养的方式不断呈现多样化，其中信息

技术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息技术教

育作为人才培育的新平台，不仅打破了时间

与空间的束缚，也为人才培养拓宽了获取信

息的渠道。

信息技术教育指的是对人才进行基于信

息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的教育，并加强人

才信息素养方面的培养，使之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信息技术的相关处理。信息素养的

内容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以及信息道德

等。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能够在对于知识全

面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创新处理，要

对智力进行开发，也需要结合现代便利的信

息技术。笔者认为，信息的处理以及信息的

掌握与应用能力对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具有

重要的作用。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整合与再运

用，创新行为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要

依托于一定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基础之

上，信息技术知识能够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

供素材。信息技术知识是对于当前信息知识

的充分整合与发展，具有程序性与先进性。

计算机科学技术是一种基于理论知识与数学

知识等多门学科的综合学科，对于理工科的

数学原理进行充分运用与分析，这种整合理

念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

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就是一种学习活动

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信息技术教育主要是以

技术性的教育活动为主，为人才的学习活动

营造了一种创新教育的氛围。借助于信息技

术与其他学科的充分整合能够加强人才对于

不同学科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之间的相互转

化，能够促使人才有创造性地分析与解决问

题。

借助于现代便利的信息技术教育，人才

在进行创作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加强对于知识

的学习与掌握能力，使得人才在学习过程中能

够发散思维进行创新思维与意识的发散，提升

创造教育的可能性。信息技术课程具有模块

化的特点，能够根据学习基础与学习接受能力

的不同进行课程环节的设置，促进人才个性化

学习需求的发展最终促使其能够进行创新思

维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发展需要人们进行综

合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融进

学习智慧与感受能力，把个人生活经验与情感

意志在其中进行充分体现，为最终学习交流与

创新活动的产生提供可能性。

信息技术为人才学习效果的评价提供了

导向性。学习效果的考核是对于人才学习阶

段内学习情况的综合评价，对于人才下一阶

段的学习具有重要的促进与激励作用。学习

过程的发生与学习效果的实施都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为了对这一创新性进行评价，可以采

用信息技术的组织方式加强对于人才学习效

果的综合评定，最终促进人才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主动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社

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对人

才进行信息技术教育加强人才的信息素养具

有重要的作用，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发

展的重要素材与发展环境。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张艺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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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技术教育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发扬华水精神
追寻红色足迹

7月3日，滑县道口镇贾超凡家里很是热闹，原来，高考成绩出来

后，母校滑县一中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给他送来祝福和慰问金。

贾超凡出生10个月就被诊断为血友病，父母均为下岗职工。为给

他治病家里花光所有积蓄，生活十分困难。贾超凡学习非常刻苦，从小

学到中学都是父亲贾庆斌背着他、用轮椅推着他上学、放学。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

由于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学习，父亲没法外出打工挣钱。为了生

活，母亲只好外出打零工，早出晚归挣点儿钱补贴家用。今年高考，贾

超凡以575分的好成绩超过一本线59分。看着来向他祝贺的老师和

同学，他动情地说：“能考上大学多亏父母的照顾。这么多年，我去哪里

父亲就陪到哪里，父亲就是我的腿。”同时，他也道出心愿：希望上大学

后父母还能陪着他。录取他的大学能给父亲或母亲一份校内工作，以

方便照顾他的学习和日常起居。 （王子瑞 张套 文/图）

眼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都已经放了暑

假。在这长长的暑假中孩子们期盼玩个够、疯

个足、爽翻天。然而，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家长则不顾孩子的想法，在孩子放假前就为

孩子制定了学习计划，除要求孩子完成暑假作

业外还找来一堆堆额外的“作业”，甚至联系了

补习班，使暑假成了孩子们的“第三学期”。当

然，用宝贵的假期补上课业学习的短板无可

非议。只是过度补课，就会增加孩子对学习的

厌恶，事倍功半。因此，家长要分析孩子在学

校的学习状况和成长过程中的不足，使假期成

为补齐孩子“短板”的机会。

补齐课外阅读的短板。有资料显示，我

国公民人均年阅读图书不足5本。根据教育

专家研究表明，一个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只有

达到课本 4～5 倍的时候，才会形成语文能

力。所以，父母不妨把假期交给孩子，引导他

们多阅读一些名著等课外书籍，这会使孩子

受益终身。

补齐深度交流的短板。孩子正常上课

时，父母也各忙各的工作，很少有大块时间与

孩子相处。而暑假是个极好机会，父母不妨

利用公休或专门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逛逛游

乐场、看看电影、打打游戏、走走亲戚，有条件

的可以全家远游，以增进彼此的交流，融合彼

此的感情，而这种交流与融合将是家庭和睦

和孩子健康成长的长久动力。

补齐公益活动的短板。假期，父母不妨

鼓励或带着孩子参加一些公益或有偿劳动，

如到图书馆义务服务、去福利院看望老人或

儿童、到街头维持交通秩序等，这些看上去微

不足道的公益活动却是培养孩子文明行为和

无私精神的基础。

总之，经过一个学期的紧张生活，孩子们

都期盼着在暑假里放飞理想、放松心情。作为

家长，要理解孩子的心情，不妨让孩子放松一

下，培养更广泛的兴趣爱好，使孩子们的创新

意识、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展示和发挥，真正度

过一个充实而又快乐的假期。 （袁文良）

人都说，没娘的孩子是

棵草，我就是那一棵柔弱的

小草。妈妈生下我不久就离

家出走。爸爸没有文化，胳

膊残疾，能在襁褓里养活一

条命已算不错。三岁时，我又

瘦又小还不会走路，爸爸整

天叹气，实在无奈怀着侥幸

心理找到我妈希望她能收留

我们。也许是苍天有眼，也

许我妈还存有怜悯之心，辗

转多地我妈总算收留了我们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从此，妈

妈在工厂上班，爸爸骑着三轮

车带我走街串巷收破烂。

好大好美的苏州城啊，

有山有水，有儿童乐园，我

看着一般大的孩子玩滑梯、

坐小船，我忘情地从爸爸三

轮车上往下爬，差点被飞驶

的汽车撞上，当时爸爸就扇

了我两个耳光。

老家太穷，我从小未喝

过饮料、牛奶，每次收废品

时见到空易拉罐高兴得

很。有一次，经过一天的劳

顿，我们爷俩在回家路上意

外获得了一个大丰收：爸爸

翻捡垃圾桶时，发现几节仅

根上有点毛病的甘蔗，我喜

出望外刚吃一口，恰好被下

班的妈妈看到。本来妈妈

就看不起我爸，这会儿难免

大发雷霆。她伸手抢过我

手里的甘蔗扔得远远的，拉

着我就走，而我却朝着扔掉

甘蔗的方向委屈得大哭。

妈妈拉着我到了家，一

撒手我又飞也似的跑出门，

沿途喊着找到爸爸。爸爸

一把将我揽入怀里，从身后

拿出来几节干净甘蔗塞给

我：“孩子吃吧，快吃吧。”然

后，牵着我回去收拾了几件

衣服直奔火车站。

天黑了，霓虹灯五颜六

色，苏州城越发美丽，我和

爸爸显得越发矮小。晚饭

没吃，爸爸兜里只剩100多

块钱，因为爸有残疾证获取

半价票，才得以一路颠簸回

到老家。下车时列车员检

点我的小包：里有一张妈妈

的黑白照片，一双灰色的袜

子。当年我还未满六岁。

十年一梦，我再没有见

妈妈一面。多少次，我在社

会上遭人嫌弃；多少次，我在

学校被人骂没妈的孩子。黑

暗里、角落里我痛哭失声。

夜深了，我趁着微光拿出妈

妈的照片看了又看、亲了又

亲。那双袜子从未离身，哪

怕一个月穿一次，对我而言

那就是母子的肌肤相亲。

辅导教师点评：

小作者生长在一个单亲

家庭。文章通过真实生活片段

的叙述，表达出十多年失去母

爱的痛苦，情感真实自然感人。

7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拾忆豫南”暑期社会实践队一行七人踏上信阳

之旅，开始追忆光辉历史，追寻红色足迹。

为给大学生创造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生活的

机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积极开展了2017年暑

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今年的暑期社会实

践以“喜迎十九大·青春建新功”为主题，引领帮

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攒经验，以青春建功的实际行动，发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发扬“情系水利、

自强不息”的华水精神，为社会贡献力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在今年

的暑期社会实践中组建了20支队伍，项目类别

包括教育关爱服务团、美丽河南实践团、革命精

神实践团、践行瑞鹏精神服务团、社会实践现状

调研团、“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服务团等。为重

温革命历史，数学与统计学院特地组建了一支

“拾忆豫南”暑期社会实践队，对红色革命根据地

实地进行采访调查，同时开展“红色文化”问卷调

查。

7月1日至7日，实践队一行七人先后到达

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和

罗山县烈士陵园等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革命博物馆内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和一处处

复原景观重重地撞击了大家的内心；来到烈士陵

园，队员们为长眠于此的烈士献上鲜花并深深地

鞠躬默哀，表达崇敬之情。与此同时，实践队员

们还遇到了来此考察学习红色文化的警察，大家

围坐在一起对红色文化进行了探讨与交流，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7月8日，“拾忆豫南”暑期社会实践队来到

信阳市一所幼儿园进行红色教育。活动当天，队

员们给小朋友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革命故事，

教他们传唱红色歌曲，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

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此次信阳之旅，“拾

忆豫南”暑期社会实践队受益匪浅，队员们纷纷

表示，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红色精神传承下

去，做当代大学生的楷模。

（本报记者 韩新愚 通讯员 陈序昶李菀）

7月5日，教育厅公布河

南省教师教育联动发展共同

体名单，确定河南大学、河南

师范大学、商丘师范学院等为

牵头单位共8个教师教育联

动发展共同体。

据了解，教师教育联动发

展共同体围绕教师教育的一

体化和现代化建设，以探索建

立区域教师教育联动发展模

式、建立一支联合联动发展队

伍、生成一批联合联动发展成

果、打造一个联合联动发展模

式、形成一个联合联动发展格

局为目标，通过各项具体措施

解决改革发展、聚焦问题瓶

颈、教师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

计、师范生培养、在职教师培

训、教育改革发展需求等问

题，打造区域教师教育改革发

展命运共同体，开创我省教师

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教师教

育联动发展共同体建设周期自

2017年至2020年，省教育厅

每年安排专项经费予以支持。

同时，实行年度评估制和动态

管理机制，对于年度评估不合

格的，取消经费支持和教师教

育联动发展共同体建设牵头单

位称号；对于年度评估优秀的

将进行项目和经费引导奖励，

并在教师教育项目安排等方

面给予倾斜和支持。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李辉）

暑假来临，孩子戏水成了老师和家长们极为

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在河渠、池塘、水库分布广的

农村地区。

为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有效预防溺水事故，

农村的孩子常常被关在家里，他们不会游泳，甚

至把水当成危险的东西。乡村社区、学校和家庭

也大都采取严禁措施，如“不私自下水游泳”、“不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

方法”等。这些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老师和家

长要提醒孩子们记住并做到这些。但这些措施

偏重于监管，从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长远方面考

虑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需要堵与疏相结

合。

笔者有一位教师朋友，暑假里担任少年宫辅

导员工作。在工作中，他除了辅导孩子们网上阅

读的同时还申请开展一个活动——亲近大自然，

具体内容就是带孩子到附近的小溪戏水。他预

先选好地点、摸清水情，再等适宜的天气有组织

地带孩子们开展戏水活动。他在领孩子们洗澡、

洗衣物，学游泳、捉鱼虾的同时还教孩子们如何

有效地预防溺水。孩子乐在其中，学在其中。

其实，戏水是孩子们喜欢的一项活动。在农

村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只要严密安排好、组织好，

在老师和家长的陪护下与水亲近，孩子可以体验

健康快乐，学习知识和技能。

（济源市大峪镇中心学校 李书文）

把翰墨融入人生，让文明浸染心灵。6月28

日，潢川县职教中心2017年第三场道德讲堂《墨

香书韵》在科技楼报告厅浓情开讲，该校全体教

职工100多人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道德

讲堂突出“师德修养和文化自信”的主题，注重以

文化洗涤心灵、汲取力量，在以书润德的教育理

念中，展现该校教师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

据悉，多年来，潢川县在城乡广泛开展道德

大讲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活动基本形式，以言行

举止按规矩来弘扬“礼”，以立足岗位虔诚做事

弘扬“敬”，以生产经营履约践诺弘扬“信”，以尊

老爱亲爱家庭来弘扬“孝”，以学习雷锋志愿服

务弘扬“善”，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多年来，潢川县已建起

县乡村三级道德讲堂宣讲体系，覆盖机关、企

业、行业、学校、社区、村镇、教堂的“道德讲堂”网

络，让群众成为道德讲堂真正的主人 。

(刘力娜 罗雪莹)

近日，在濮阳县城关镇一帆学前教育园

地学生毕业联欢晚会上，老师利用塑料袋、包

装纸、旧挂历等废旧材料制成靓丽时装，精心

编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时装秀节目，教

育引导孩子从小懂得保护环境、爱护资源。

赵少辉摄

进院校走

流交

育资讯教

潢川县

道德讲堂弘扬传统美德

暑假不妨补齐孩子“三个短板”

商丘师院

联动发展开创教育改革新局面

滑县道口镇19岁血友病患者贾超凡575分考上大学说出心里话：

育掠影教

暑假期间，渑池县曹端小学组织少年儿

童到该县7000年仰韶文化历史博物馆，现场

开展“童心学艺长见识”活动。孩子们在师傅

的指导下精心学习仰韶彩陶的手工制作艺

术，增加对仰韶文化的认识。

王家臣摄

滑县一中的老师和同学给他送来慰问金寒来暑往，从小学到中学，父亲就这样背着他、用轮椅推着他上学放学

周口郸城县李楼乡李小

楼村是周口师范学院的定点

帮扶村，自2012年结对帮扶

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调研，根

据李小楼村实际情况开展“精

准扶贫”，通过“出资金、上项

目、结对帮扶”等形式极大改

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15年，当了解到李小

楼行政村的道路已严重影响

附近3个行政村近万名群众

的出行并制约经济发展时，

学校当即出面协调获得政府

专项资金 330 万元，完成了

村内主干道和4个自然村的

“村村通”工程；围绕“平安建

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取得

政府专项资金 45万元为李

小楼村安装了 122 盏路灯、

20套监控设备，完成主道路

绿化、村庄美化等项目，使李

小楼村提前成功完成电网改

造，解决了用电难问题。目

前，该村又推进深打10眼灌

溉井的项目，力争年内完

成。同时，学校党委大力改

善村基础教育的条件。去年

暑期，获政府立项资助的村

小学主体工程刚刚竣工。为

不耽搁学生准时开学，学校资

助课桌凳、教师办公桌椅等价

值7万余元的教学办公设备，

同时捐赠了价值16万元的图

书、阅览桌椅等，为孩子建起

图书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

活。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学

校的“国培”资源开展村小学

教师培训，从软件和硬件两个

方面改善教育状况。

该校党委书记刘湘玉表

示：“学院今后将继续加强扶

贫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学校在

技术、文化、教育、人才方面的

优势，和县乡村各级政府一起

协调联动，利用专业服务协力

李小楼村早日打赢这场脱贫

攻坚战。”

（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员崔静）

周口师范学院
精准扶贫 文化先行

7月5日，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学

生实践团前往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县进

行实地考察。自建校以来，该学院坚持以焦

裕禄精神创办焦裕禄干部学院、培养焦裕禄

式干部，教育学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努力做

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王浩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