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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专科院校首招外国人

漯河医专迎来24名“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以高质量党建打造“思政熔炉”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小卡片”带来“大和谐”

化学教学中科学探究精神的培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张晓芳 李建波 文/图

“能被漯河医专录取我感到非常幸

运。我会珍惜来这里学习的机会，谢谢学

校为我们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

感谢学校老师和志愿者的关心和照顾。”

12月7日，到漯河医专学习的来自塔吉克

斯坦的留学生谢安娜，通过翻译软件说，

“我希望学好中文，将来为中国和塔吉克

斯坦之间的友谊做贡献。”

当天下午，来自巴基斯坦、塔吉克斯

坦、孟加拉国等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24

名留学生，开始了他们在漯河医专1至4

年不等的留学生活。这也是漯河医专招收

的第一届外国留学生，也是漯河市第一次

招收外国留学生，漯河医专更成为河南省

第一家接纳医学留学生教育的专科学校。

19岁的玛丽来自孟加拉国，她来漯河

医专将学习为期四年的汉语和护理专业。

玛丽说，之所以选择留学中国，是因为中国

是一个伟大和美丽的国家，中国人民很热

情。在漯河生活半个多月来，感觉漯河很

美丽，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漯河，希望将来

学成后，用自己的专长回国为人民服务。

面对不远万里来留学的异国他乡的

学生，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思杰

介绍了河南省和漯河市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肯定了漯河医专这些年教育工

作的突出成就，希望留学生们学好汉语和

医学，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回国后为

人民健康服务。漯河医专校长赵志军殷

切希望他们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优质资

源，刻苦学习。同时希望他们融入校园生

活，多渠道多方面了解中国文化、体验当

代中国，深入感知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希望留学生在学校加强交流、多交朋友，

学会感恩，争做中外友谊的使者。

近年来，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不断加强国际化办学与合作力

度，加大与国外高水平教育、科研、医疗机

构合作力度，建立了由专科到本科、硕士

研究生全过程培养学生的合作办学模

式。学校于2017年获批外国留学生培养

资格，成为我省首所开展国外留学生医学

教育的专科院校。（本报记者韩新愚通讯

员卫永强金道欣）

长期以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党委

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遵循思政工作

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通

过加强党建引领、注重教学改革、传承红

色基因等多种手段，坚持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构建大思政格局，把思政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程，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

待，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强化使命担当提升思政水平

为有效推动党建思政工作，学校加

强党建引领，把思政工作作为头等大事

渗透到教育教学、精准扶贫等各项工作

中，党建带扶贫、党建带思政、党建促改

革。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思想政

治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定期召开思想政

治工作研讨会，分析思政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研讨解决方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

2017年年底，学校委派养殖、种植

专家组成扶贫工作队进驻南召县马市坪

乡南坪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一年来，

他们利用专业优势启动高山林下生态养

鸡、黑猪饲养等项目，举办农业技术培训

班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党员干部组成

1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每月到南坪村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学校职工向南坪村

捐赠图书4000余册建起图书室，捐赠过

冬衣物6000余件，为贫困户送去棉被、

冬衣、粮油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在全体党

员中开展“点亮微心愿，助力微梦想”活

动，各党支部积极倡导筹得爱心捐款，帮

助南坪村民实现他们的微小愿望。学校

在南阳府衙建立“德育教育基地”，在桐

柏叶家大院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

地”，组织党员干部前往红旗渠精神教育

基地、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南水北调

干部学院考察学习，不仅提高了政治站

位，坚定理想信念，还有效地提升了工作

能力。

注重教学创新 聚力立德树人

“思政课是最难讲的，但讲得却是最

精彩的！”在学习了朱月红老师在南阳汉

画馆举行的题为“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的汉文化教育课后，人文艺术学

院学生李雅萌激动地说。

思政课是“在人的心灵里搞建设”的

课程，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课程。学校思

政部多种形式进行课堂教学方法改革，

实行答辩式、情景式、案例式教学；通过

“翻转课堂”模式，使思政课堂不再是枯

燥说教和专题讲座，成为学生喜闻乐见、

自主参与的有效形式。结合学科内容和

特点，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立德树人”教

育，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组织全体教

师将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教材相融合，在《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

课堂上，通过演讲、诵读、“校园法庭”“微

党课”等方式，做好新思想新理论的讲解

和传授，使之真正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学校充分发挥班主任作用，切实发

挥青年教师的育人功能，在职称评聘、岗

位等级晋升等方面调动教师担任班主任

的积极性，提高育人效果；利用学生干部

的表率带头作用，通过对学生理论教育、

军事训练，提高学生干部的政治素质等；

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作用，成立的心纪

元心理社、知行社挂靠思政部，依托思政

课，通过理论学习、社会实践等形式，引

领大学生健康成长；利用广播、板报、校

报等传统媒体，并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

体平台，由学生负责管理运营，使网络成

为传播正面声音、传递正能量的重要力

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坚持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构建由学校、家

庭、社会、学生组成的“四位一体”育人机

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服务

管理的全过程，汇聚引领大学生健康成

长成才的工作合力。

传承红色基因滋养时代新人

12月15日，在全国百家红色教育

基地之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桐柏革命纪念馆，南阳农业职业学

院委员会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暨南阳农

业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成

立揭牌仪式成功举行。学院党委领导班

子全体成员、各党支部全体支部委员、各

单位负责人、23名新党员以及部分入党

积极分子代表1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学校党委一贯重视红色教育，注重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组织党员干部前往

大别山革命老区、彭雪枫纪念馆等红色

教育基地参观考察学习。学校思政部教

师利用暑假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

习，返校后举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图

片展，让师生重温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接受心灵洗涤。举办“改革开放40年图

片展”活动、组织学生收听收看“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会”等，让学生感受我

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学生备感振奋，

深受鼓舞。

学校团委广泛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

动，带领学生干部到桐柏革命纪念馆、南

阳烈士陵园等参观祭奠，举办“红五月”

师生文艺汇演、“唱支歌儿给党听”合唱

比赛、“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组织学生到敬老院及附近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利用寒暑假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丰富多彩的红色教育活动，让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

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培养奋斗精神，提

升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

工作，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围绕学生、关照

学生、服务学生，构建大思政格局，全方

位加强思政工作，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

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初三化学新教材注意将科学探究的

各主要环节渗透于不同章节，针对上述

变化，化学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科

学探究精神。

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培养主动探究

精神。课堂上，教师要想方设法调动每

个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探究。如

在白纸上用酸溶液写上“化学真奇妙”，

把紫色的石蕊试液放在一个能喷水的小

壶里。上课时，拿出“白纸”给学生看，然

后向“白纸”上喷“水”，“白纸”上立刻出

现红色的“化学真奇妙”字样。在学生的

惊喜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化学知识。

实验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科学探究

方法。在教学中让学生动手做实验，一

方面能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另一

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如

讲“氢气是最轻的气体”时，可请学生亲

自动手做实验，先点燃纯净的氢气，观其

安静地燃烧，再点燃氢气与空气的混合

气，伴随着一声巨响，爆炸的气浪把塑料

筒高高掀起。此时，学生在疑惑中就会

主动思考。

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体验科学探究

过程。在一次探究空气成分实验时，一

学生问：教材上讲，拉瓦锡通过实验得出

的结论是氧气约占空气总体积的五分之

一。而在我们实验中，为什么气体减少

的体积小于五分之一？红磷熄灭后瓶内

还有没有残余的氧气？这时要及时肯定

学生注意观察、大胆质疑的精神，引导他

们进行科学探究。

大力开展实践活动，培养科学探究能

力。课后，给学生布置调查作业，找出一

些生活中的化学问题。如“家里厨房中有

哪些化学物质，它们的成分如何？”“同样

质量的没有放盐的水与放了盐的水哪个

先烧开？”“汽水瓶打开后为什么有气泡？”

通过这些问题巩固学生知识，激发学习热

情，逐渐培养科学探究的能力。

“九曲黄河万里沙……”列车经过浩

瀚的黄河，望着庄稼地里正在辛苦劳作的

农民，眼前顿时模糊，心中万千思绪……

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东屋平房上

总是晒满了麦子，我和弟弟常常一前一

后光着脚丫子，在房顶上拱着麦子一圈

一圈地走，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偌大房顶

上平铺的麦子便起了一垄一垄地……遇

到阴天下雨，外公抢先用农具收麦子，外

婆找来塑料布盖粮食，我和弟弟也争先

恐后地一人拿着小簸箕、一人拿着扫把,

像模像样地忙活着跟雨滴抢时间。

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每到农忙时节

是我和弟弟最开心的时候。特别是秋收

时节，白天一车车的玉米棒从农田里拉

回来堆在外婆家门口胡同里，吃了晚饭

大家围坐在一起剥玉米苞叶。剥玉米苞

叶可是技术活儿，外公总要求剥玉米苞

叶时留几片叶子不剥掉，用来编玉米棒

辫子，六个玉米棒编一串。外公编得玉

米棒辫子又快又好；外婆剥玉米棒苞叶

更是不在话下，她总能想办法留几片苞

叶，供得上外公编“辫子”。我和弟弟也

试着学，可不知是手劲小还是编法不得

当，编出来的玉米棒辫子要么太松一拎

就散架了，要么编着编着就把苞叶给弄

掉了,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接着，我和弟

弟把外公编好的玉米棒辫子拎到屋檐

下。这时只见外公就像砌雕塑一样把一

串串“辫子”围着铁丝垒到木棍上，一会

儿工夫，黄澄澄的玉米垛就整整齐齐地

挂在了墙上。

被剥光的玉米棒，我们会把大点的玉

米棒摆放在院子里水泥地上，会把小点的

玉米棒杂乱地堆在中间……玉米棒晒干

后要脱粒了,外公准备就绪，随着电闸一

合脱粒机开始工作。外公一会儿喊“快点

灌玉米棒子”，一会儿喊“脱粒机让玉米棒

噎着了先暂停”……机器声、欢笑声混合

在一起，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看

着一年的收成颗粒归仓，一向不善言笑的

外公嘴角会掩饰不住地微微上扬。

如今，外公已经离开我们八年多了，

外婆家的农耕地已承包出去，我也再也

没有机会回去收玉米了……但童年的往

事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前两天，自己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

些困惑，就拨打了‘服务通讯录’上面校领

导的电话。经过校领导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我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放下啦！”近

日，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16

级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生张帅高兴

地说。

为适应新时代学生管理工作的新要

求，洛阳科技职业学院不断创新思路举

措，积极探索学生管理方式方法，精心制

作“服务通讯录”卡片并下发给全校每一

名学生。

学生收到卡片后，有什么需要学校解

决的问题，只需要按照“服务通讯录”上的

联系方式打一个电话，相关人员就会对学

生反映的问题进行登记，能解决的马上解

决，不能解决的及时向学生说明情况，及

时将信息反馈至校领导。校领导根据学

生反映的问题加以解决，做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落实，有效地建立起和谐的师

生关系。一张小小的卡片，实现了“生困

校解、生求校应、生需校帮”的大和谐效

应，真正架起了师生之间的“连心桥”。

（吴延举）

近日，郑州市文化路第一小学的学生在该校阅读中心阅览课外书。今年以来，该校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弘扬书香文明，为推进

全民阅读助力。赵瑜婉摄

入冬以来，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喜

事连连：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建筑商贸

学院在安阳市中职技能比赛中多个项目

获得一等奖，成为建筑商贸学院获奖最

多的一年，院长谷建军被省教育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河南省中等职

业学校名校长。

“建筑商贸学院的老师每天都是早上

6点准时到校与学生一起早操，晚上9点

半才可以回家。”汽车学部的郭红利老师

说。做了8年班主任的高级教师郭红利是

英语老师，她管理的全部是男生。她待学

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半夜发烧，郭

老师知道后马上叫起做医生的丈夫开车

到学校，带着学生到医院看病。“做班主任

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我把学生当作自己

的孩子一样。”郭老师说，“我们付出了学

生会更努力学习，才更有集体荣誉感。”

负责学校社团工作的程海燕老师给

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她的邻居把一个初

中没有毕业的女生刘艳介绍到学校幼师

专业学习。程老师发现学生有演讲特

长，就鼓励她参加学校的演讲社团，让她

给80余名演讲社团的同学讲课。刘艳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最

后她参加了省里的演讲比赛并获得一等

奖。今年春天，程老师又推荐刘艳到学

院培优班学习文化课程，经过耐心指导，

刘艳考上了安阳师范学院。程老师说：

“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孩子最终培养成

大学生，这是爱的力量。我们要爱学生

并鼓励他们，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让他们

充分感受爱的温度，学生的潜能是无穷

的。现在学校活跃着30多个学生社团，

许多学生在课余时间学习了新的技艺，

发挥了自己特长。”

建筑商贸学院院长谷建军说：“学校

提出了写工整汉字、诵经典诗文、练出色

口才、强专业技能的治校方略；强化‘四

赛一考’，即技能、素质能力、文明风采、

优秀文化传统大赛和对口高考，真正做

到了让学生就业有技能，升学有希望，为

人有情商，发展有后劲!”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教体局以

“党建工作促进教育质量提升，教育质量

提升巩固党建成效”为工作目标，按照“重

点培树、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工作思

路，贴近师生、贴近需求，多举措打造“一

校一品”，实现党建工作引领学校文化建

设和教育教学提升。

该局召开全区教育系统党建工作专

题会议，全面部署安排党建各项重点工

作，将推进“一校一品”打造党建品牌作

为重要内容，进行重点部署；各学校党组

织切实把推进“一校一品”党建品牌建设

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党组织负责人对

创建活动亲自部署、积极推动，细化分解

工作任务，落实责任到人，全区上下形成

了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的工作合力。区

教体局党组将“一校一品”党建建设与学

校实际相结合，充分挖掘本校的文化积

淀、党员教师的资源优势，提炼出了一批

符合本校实际、体现时代特色、内涵十分

丰厚的党建品牌。坚持“重点培树、示范

引领、整体推进”，召开品牌建设经验交

流会，为学校党组织搭建了交流学习的

新平台，促进了学校党建工作同步发展、

同步提升，推动了全区教育教学质量的

发展。（潘范学）

为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工作，提升青少年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

识，近日，新野县教体局和县人民检察院

联合组织的“法制进校园”活动走进该县

王集镇初级中学。

宣讲活动在庄严的宪法宣誓仪式中

拉开帷幕，五位法官分别围绕《青少年违

法犯罪的危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

持警惕，远离危险》和《关爱留守儿童》等

五个主题进行讲解。为提高普法效果，法

官们还在每个主题演讲中穿插即兴提问，

使师生和与会家长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

育。

近年来，新野县教体局高度重视法制

教育，相继通过聘请法制副校长、开展送

法进校园、组织普法报告会、开设法制教

育课等多种途径，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

理念和形式，使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工作取

得良好成效。（邓进林 任书迅）

漯河市

“一校一品”提升教学质量

新野县

送法进校园

童年趣事
□郑州外国语中学 高三（20）班 许梦菲

□南阳市第十三中学骆思蜀

爱的力量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浩良

“一个学校教育

一批学生，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为

进一步提高青少年

学生的消费维权意

识，培养青少年学生

从小树立科学消费

意识，近日，民权县

教体局、工商质监局

共同开展了“消费维

权知识进校园”宣传

活动，受到了广大师

生的欢迎。

青阳广超摄

核
心
提
示

12月17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副院长马质璞等一行11人，到学院精准扶贫点南召

县马市坪乡南坪村，开展党员助推精准扶贫“微心愿”捐助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