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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晚! 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
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话剧$ 万世根本%

赴河南基层巡演在黄河科技学院举
行&

据悉! 由中宣部主办的第十一届
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戏剧
全国基层巡演活动自今年

&

月份开始
至
'

月份结束!共选取安徽)河南)天津)

河北等
"(

个省市的
)(

台获奖剧目*$ 万世
根本%由安徽话剧院创排!为纪念改革开
放
*+

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

周年!艺
术再现了小岗村农民在全国率先实行" 大
包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台上演员全身
心投入!赢得黄科院师生的阵阵掌声* 黄
科院新闻中心一工作人员说+" 演员对, 敢
为天下先- 的大包干带头人传奇故事
的精彩演绎! 与黄河科技学院的艰苦
创业史甚为相似* #

!" " " " "()*+,

,(-(

年
$

月
"

日! 是黄河科技学院
创办者之一.原常务副校长杨钟瑶先生
逝世五周年的忌日*

.

月
/-

日下午!纪念
杨钟瑶校长逝世五周年座谈会和/ 杨钟
瑶同志纪念馆(建成开放仪式在黄河科
技学院隆重举行!

/+++

余人参加纪念
活动*

-$.0

年! 杨钟瑶与夫人胡大白一
起!

/+

元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
黄科院从一个自考辅导班成为全国第
一所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普通本科高
校0 从租赁破旧工厂车间做教室到拥
有芳草绿树.高楼林立的两千亩校园0

从一个
-0/

名学员的辅导班到拥有
/

万
余名风华正茂莘莘学子的现代化学
府!杨钟瑶为黄科院的诞生.成长和发
展注入了毕生心血*

作为杨钟瑶的妻子! 胡大白回忆说+

/ 钟瑶是个平凡的人!他为家里补锅底.擀面
条.为孩子缝衣服.为老人剪脚指甲11他
又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我快没有生活勇气
的时候!是他护理了我三年!陪着我度过
了一千多个昼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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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二七
区
/+++

多名一线教师每人收到一份厚
礼222笔记本电脑*

昨天!二七区召开了庆祝
,+-+

年教
师节暨/ 双先(表彰大会* 会上!二七区
为一线教师代表现场发放笔记本电脑*

据悉 ! 这次二七区政府共投入
-02/

万元! 为全区
/1+/

名一线教师购
置笔记本电脑! 此举是该区继

1++/

年
在全市率先为教师配备计算机终端设
备后! 对教师计算机设备进行的二次
升级! 也是落实区政府十件实事的又
一行动*

多年来!二七区重视教育发展!一
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表彰围绕/ 教育名区(创建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 二七区拿出

/+

万元分别
对兴华小学.春晖小学.大学路小学三
所学校颁发/ 教育工作特殊贡献单位(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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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一工程(

获奖剧目 $ 万世根
本%走进黄科院

用纪念馆追忆
黄河科技学院
创办者杨钟瑶

教师节
)0++余万元为教
师配笔记本电脑
二七区教育信息化二次升级

郑州中小学生秋季报班又有了一个好的选择

/ 太阳石(名校旗舰店落户经纬
太阳石辅导学校在郑州形成双子座布局显现雄厚实力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让家长
学生满意!是太阳石辅导学校的教学理念*

据前不久暑期一个在紫荆山校区给孩
子报过班的家长说! 太阳石的优势是有一
个一流的师资团队!且学习生活环境幽雅!

交通便利*据他讲!这个学校的特点是除了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外!还要着重培优补弱!

拔高升格!冲刺名校*

太阳石旗舰店经纬校区将联合紫荆山
校区优惠招生!开设有语数外理化.美术.

生物. 地理等课程! 与华师大联合开办的
$ 妙笔作文% 是该校最大的特色教育品牌*

在班型方面有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一
对五.一对十!还有午托3 含全托.周托.临
托4 * 良好的心理辅导如同学习的催化剂*

该校以/ 量体裁衣#式传授方法!通过激发
学生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小
学生!他们重在培养兴趣.传授方法.激发
潜能0对初一.高一学生!他们重在培养习
惯.巩固基础.激发兴趣0对初二.高二学
生!他们重在梳理归纳.查漏补缺.同步超
前0对初三.高三学生!他们则重在弱科强
化.考点突破.冲刺高分*

太阳石学校最大的强项是带领学生进行
更为专业的学业分析测评! 对他们进行学科

/ 把脉#* 经过测评!能告知家长学生目前的强
项.弱项.继续提高的障碍和适合的学习发展
方向* 在满足考纲要求的同时!充分考虑学生
的不同特点! 为他们后续的个性化教学服务!

打下科学的基础*

/ 我们的教师团队具有一流的教学水
准!同时每位教师又各具专长* 有的擅长为
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有的擅长教授繁难的
知识点!有的在培养拔高方面独具心得 * 不
论您的孩子情况如何!太阳石辅导学校总能
从充沛的优秀师资队伍中!为您挑选到最适
合的老师!取得最满意的教学效果* #该校负

责人郑重承诺*

在完成授课内容的基础上!太阳石偏重尽
量多地为学生传授应试技巧和学习方法!偏重
并以此突破学生后期高难度的学习瓶颈* 教学
实践中既定内容的完成和更高难度知识的掌
握!将使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显著
提高!足以应对/ 偏.难.多变#的考试!使学生
感到学有所值*

这种以/ 专业的师资
3

科学的辅导模式#!

能让每一位同学全方位提高的/ 学习教练#!是
学校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已帮助许多同学改
变了学习习惯!提高了学习成绩!多位同学单
科有

,+4.+

分的提高!目前该校秋季招生正在
进行!欢迎家长选择太阳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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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培训方面一直
走在前列的郑州太阳石辅导学
校! 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
誉!许多家长慕名而来*

近日该校再传喜讯!经精
心筹备! 其经纬校区已经开始
正式招生* 很多家长打电话咨
询报名! 希望能让孩子到这一
名校入学* 太阳石在经七路与
纬五路开了新校区!业界认为!

该校在这一教育培训业/ 兵家
必争#之地布局!将使竞争更加
激烈! 而受益者当然是学生和
家长! 因为实力雄厚的太阳石
将会给他们带来不少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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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当新生跨入黄淮学院时发现+贫
困生不仅可以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而且
各系院的领导和老师主动和贫困生建立一对
一联系! 将学校购买的生活用品和爱心超市
卡发放到了寝室*

黄淮学院院长景照辉表示+/ 我们要高度
关注贫困生!但要注意帮助方式*他们每个人

背后都隐藏着不愿让外人知晓的辛酸故事!

他们内心十分脆弱.敏感*他们需要经济上的
援助!但是更需要理解和尊重* #

该校党委副书记张前中介绍+/ 我们学校
每年都有将近

1+5

的学生来自经济困难的家
庭* 学校每年用于贫困生资助的各类资金有
-6++

多万元* #

除了安排勤工助学岗位. 办理助学贷款.

发放各类助学金等资助渠道之外!学校通过多
种方式隐性资助!校工会坚持/ 一对一#结对子!

从心理.学习等各个方面给予关心和辅导* 通
过关爱基金!学校教职工每年进行捐款!在工会
了解情况后!把助学金打入学生饭卡!以此方式
悄悄资助!将/ 明助#变成/ 暗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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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启元教
育旗下国际学校开学第一天! 发送给每位
学生一本$ 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手册% * 要求
开学第一节课! 全校学生在老师指导下阅
读手册* 该手册由郑州市公安局印制!以简
明易懂文字. 生动形象的图画让孩子在愉
悦感受中学会自我保护*

!, , , , ,(-qr,

启元国际学校+

阅读安全手册

黄淮学院+/ 隐性#资助贫困生

开学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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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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