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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文图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
据。自觉履行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而让宪法意识和法治精神根植于每一个青少年学生心中，是学校
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12 月 4 日前后，郑州市各中学积极组
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晨读宪法”活动，向广大师生宣传宪法
知识、宪法精神，营造了人人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浓
厚法治氛围。

加大力度
推进平安建设

“12·4”国家宪法日

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学生晨读宪法

孩子们一起晨读宪法
引导学生尊崇宪法
12 月 4 日，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2018
年河南省教育系统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
动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举行。
活动上，全体与会人员晨读宪法，第三
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优秀学生
进行现场展演。
此次活动通过晨读和展演，营造仪式
感，引导学生尊崇宪法，自觉成为宪法的忠
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省司
法厅、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
为学生准备了宪法知识书籍和学习用品。

为建设法治校园打下基础
12 月 3 日，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开展以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校园”为主题的

“宪法晨读”活动。
这次“宪法晨读”活动，对教育引导青少
年学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都有长远意义。
该校通过开展宪法诵读、办手抄报等形
式，让全体师生懂得学宪法、知宪法、守宪
法，为建设文明校园、法治校园打下坚实的
基础。

让学生知宪法懂宪法
12 月 4 日，郑州市第 107 中学全体学生
利用早读时间，一同朗读宪法，铿锵有力的
声音回荡在校园里，
庄严而又神圣。
据了解，该校在“12·4”国家宪法日到来
之际，围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题，面向全体学生开
展“宪法晨读”活动。晨读中，班主任老师针

对宪法的地位、内容给学生做了讲解，使学
生既知其文，
也懂其意。
“朗读宪法对我们很有帮助，让我们了
解到了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及其相关法
律法规，明白了宪法的重要性。”在诵读现
场，
高二五班学生李欣怡说。

宣读是一种仪式和承诺
12 月 4 日，郑州三中开展以国家宪法日
为主题的“宪法晨读”活动。在各班班主任
的领读下，学生们一起朗读了宪法部分章
节，
用心体会宪法的庄严与神圣。
七年级二班班主任刘明娟表示：
“ 宣读
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承诺，这不仅凝聚了
力量，振奋了精神，用仪式的方式提醒我们
要不断践行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奋斗
的承诺。”

郑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教育微电影评比活动落幕

《冬日阳光》夺魁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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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讲座
提高业务水平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悦 通讯员 赵江浩）近日，荥阳市
教体系统举办校园安全知识讲
座。
讲座中，郑州市教育局党组
成员、副调研员王巨涛为大家详
细讲解了如何扎实做好校园安
全防范工作。河南理工大学硕
士生导师、副教授申霞结合自身
工作和实际案例，在安全文化建
设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给大家带来了一堂专业的安全文
化知识课。
荥阳市教体局要求，各单位
要以此次讲座为契机，不断提高
责任担当和业务水平，切实抓好
校园安全工作。

集中治理
解决课外问题

闻
图说新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悦）近日，郑州市
教育局主办的《2018 年郑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教
育微电影评比活动》公布获奖名单，由河南法制报
制作的安全教育微电影《冬日阳光》获得唯一一个
一等奖。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
纲要》和《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
公共安全教育指导意见（试行）》精神，推动全市中
小学幼儿园公共安全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今
年初，郑州市教育局下发了《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开
展 2018 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教育优秀微电影评比
活动的通知》。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高度重视，积
极参与，
并创作提交了大量的作品。
近日，郑州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上报的作品进
行评选。经过层层筛选，由河南法制报拍摄团队为
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制作的安全教育微电影《冬日
阳光》荣获唯一一个一等奖，郑州市实验幼儿园等 3
所学校、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等 8 所学校分别获得
二、三等奖。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悦）近日，中牟县教体局召开防
暴恐及平安建设工作推进会。
会上，该局安全科科长赵彦
刚传达了郑州市教育局反恐约
谈情况通报，安排了校车安全检
查工作，并强调各单位要加大隐
患 整 改 力 度 、加 大 平 安 建 设 力
度、加大午托部管理力度，为中
牟平安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郑东
新区召开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
学集中治理推进会。
会议要求，辖区内“黑名单”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需尽快完
善相关审批手续，达不到审批标
准的机构要严格按照停办时间
表，妥善处理后续相关事宜，确
保年底前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本次会议有效推进了郑东
新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集
中整治工作的进程，下一步，该
区教文体局将统筹安排、多方联
动，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
效，切实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过重问题，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
（王青萍）

为提高校园安全防范水平和师生防范意识，近
日，郑州市公安局丰产路分局在省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举行了反恐应急演练，分局警务教官牛成柱结合当前
社会复杂多度的安全形势，向师生讲授安全防范常
识，
以及应对措施。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王悦 通讯员 李建龙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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