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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焦作日报小记者

联办

开启丰富多彩新生活

焦作日报小记者新学期招募开始啦！
本报讯 （记者李非） 与消防员叔叔亲切交谈，看烈火雄心
如何炼成；走进市公安局警航支队，和直升飞机亲密接触；还
有郑州方特梦幻王国、开封东京极地海洋馆、开封大宋武侠城
等丰富多彩的假期研学活动……当这些活动通过报纸展现在你
面前时，你是否也想加入其中，在现场体验那精彩的瞬间。全
市中小学生们注意了，现在机会来了。焦作日报小记者新学期
招募工作开始啦！还犹豫什么，加入焦作日报小记者，为你开
启丰富多彩新生活。
自 2007 年焦作日报社开展小记者工作以来，已经和全市
的中小学生们一起度过了 13 个春秋。13 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焦
作日报社广泛开展小记者采访、采风、社会实践活动，仅去年
就开展活动 200 余场，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小记者的新闻写作水
平和社会实践能力，受到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
充分肯定。2019 年，中国教育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北京师范
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还专门为焦作日报小记者题词：今日小记
者，明天大英才，并寄语广大小记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正价值观，圆中国梦”
。
从即日起，焦作日报小记者新学期招募工作开启，全市
广大中小学生们赶快行动吧！

加入焦作日报小记者，你将享有的权利
1.小记者集中的学校将成立小记者工作站，统一组织指
导小记者开展写作、培训、采访等活动。
2.可自愿报名、免费参加由焦作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
培训以及户外采风、参观游览、新闻实践采访活动。
3.小记者的作文、绘画、摄影、书法等作品可择优在《焦作
晚报·小记者周刊》及焦作日报校园之声微信公众号发表，并
可领取相应稿费。
4.优秀小记者将有机会走进市两会现场，和市领导、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交流。
5.可以免门票到与焦作日报社合作的多家著名景区游
览。
6.优先参加“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郑州方特梦幻王国”
“北大清华系列名校”
等研学游学活动。
7.为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学生优先提供毕业季实习机会。
8.每年评选焦作市优秀小记者、焦作市十佳小记者、小记
者工作先进单位、
优秀辅导老师，
由市教育局、
焦作日报社联合
表彰，并颁发证书、奖品，为学生将来参加各级各类学校（包括
高校）依据综合素质评价进行自主招生奠定良好基础。

想报名，联系他们

小记者在市公安局警航支队参观直升飞机。

焦作日报小记者招募对象及条件
1.小学一年级 （含一年级） 以上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在
的中小学生 （焦作日报小记者）；焦 校学生 （焦作日报校园记者）。
作师专、焦作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2.遵纪守法，勤奋好学，品学

兼优，身体健康。
3.热爱新闻和写作，爱好摄影，
具有较好的口头、文字表达能力。

报名费用
每人每年 358 元。免费赠送定
价 198 元的全年 《焦作晚报》、价
值 198 元 的 写 作 培 训 课 程 、 价 值
398 元的三阶魔方培训课程以及小
记者证 （校园记者证）、新闻采访
本等相关装备。

姓
名：程艺雯
负责学校：团结街小学 幸福街小学 塔南路小学
映湖路小学 环南二小 焦西小学
博爱县实验小学 博爱县松林小学
博爱县卫东小学
联系方式：15539124592

小记者迎接援鄂医疗卫生队员归来。

姓
名：韩晓
负责学校：焦作市道清小学 学生路小学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和平街小学
武陟县育才学校 马村工小 解东二小
联系方式：15903915868 18503901872

⬆小记者与特警面对面。

本报讯 （记者丁垒）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
项目立项结果，全省共有 30 项被批准立项资助出版，
焦作师专程峰教授的著作 《怀庆商帮》 荣列其中。
据了解，30 项被批准立项项目中，29 项为河南大
学、郑州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本科院校项目，焦
作师专是获得此资助项目的唯一一所专科院校。
怀庆商帮是明清时期河南怀庆府所属的河内县 （今
沁阳市）、孟县 （今孟州市）、温县、武陟县、修武县、
济源县 （今济源市） 等地商人所组成的商业行帮，简称
怀商。多年来，程峰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积极从事怀商
研究工作，2007 年曾主编出版 《怀商的历史与文化》，
此后继续深化对怀商的研究，不仅收集整理了怀庆府所
辖各县市的商业碑刻，还对明清时期怀庆府的商业文化
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怀商的商号进行了系统的调查，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
《怀庆商帮》 获得资助，不仅是焦作师专高层次研究项
目的一次突破，还是对程峰教授多年来从事怀庆商帮研
究的肯定和鼓励。
焦作师专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多年来一直坚持把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办学宗旨的重要内容，自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就积极组织研究团队，开展焦作历史
文化的研究工作，积极服务焦作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
了显著成效。
“焦作师专将以程峰教授获得资助为契机，鼓励广
大教师积极组建学术团队，凝练学术方向，潜心研究，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提高学校科研创新水平，实现
学校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而努力，为弘扬和传承好焦作
黄河文化、促进焦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焦作师专
相关负责人说。

河南省第十三次特级教师评选入选对象名单公示

⬇小记者在开封东京极
地海洋馆研学。

姓
名：朱明哲
负责学校：武陟中学附属小学
联系方式：18639167036

践行“光盘行动” 杜绝浪费行为

小记者走进武陟县嘉应观游览。
（本栏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运动。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
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
创新方
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
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
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要全面
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
的生活方式，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文章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大
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中
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
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生动实践。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
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加
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
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
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
业发展。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加强对中
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法律

法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
制定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明确、程
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
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法
律法规，推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
行事。
文章指出，要发挥科技在重大疫
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生命安全和生
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
器，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大卫
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
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
关，
持续加大重大疫病防治经费投入，
加快补齐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医药卫生、
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板。
文章指出，要加强国际卫生交流
合作。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
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全面深入
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指南的制
定，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提升我
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

本报讯 （记者丁垒）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对河南省
第十三次特级教师评选入选对象名单进行公示，我市有
14 名教师入选，有望被评为河南省中小学特级教师，其
中有 6 名教师是我市名师工作室相关人员。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名师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示范、
引领、指导作用，建立全市中小学优秀教师间合作互动的
人才培养机制，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我市大力推
动名师工作室建设。自 2016 年我市成立首批焦作市名师
工作室以来，各名师工作室以教学研究为手段，以课题研
究为平台，
以人才培养为目标，
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有
效推动了名师工作室成员的成长，
充分发挥了示范辐射和
引领作用。在此次省教育厅公示的特级教师名单中，
市实
验小学教师王文霞是焦作市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焦作一中教师宋爱芹是焦作市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
山阳区基础教研室教师栗洁是焦作市初中历史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
许衡实验学校教师曹俊新是焦作市初中物理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焦作市基础教研室教师党红英是焦作
市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指导专家，
修武县第一中学教师陈
红方是焦作市高中地理名师工作室成员。
一大批名师工作室成员的迅速成长，初步实现了市
教育局“培养一批人才，做强一批学科”的名师工作室
建设目标，为推进我市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和教育
质量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马村区九里山小学

姓
名：胡月
负责学校：解东一小 马村区实验学校
焦东路小学 修武竹林小学
修武健康路小学
联系方式：13782822808

（上接第一版①） 要把增强早期监测
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
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系统，加强实验室检测网
络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
构协同监测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
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深入开展卫
生应急知识宣教。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等卫
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救治
体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病救
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染病防
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医疗救治
储备能力。要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
局，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
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
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
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城乡三级医疗
服务网络，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
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升重大传染
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焦作师专程峰教授的著作
《怀庆商帮》获省教育厅资助

我市 14 名教师入选

姓
名：张夏玲
负责学校：沁阳市实验小学 沁阳市第一小学
沁阳市联盟小学 沁阳永威学校
焦作市实验小学 环南一小 丰泽园小学
龙源湖学校 东环小学 文苑小学
联系方式：15978772055 17303915159

姓
名：常佳
负责学校：解放区实验学校 中站实验小学
中站小学 中站新生小学
中站跃进路小学 示范区各中小学校
联系方式：15039169396

06

（上接第一版②）以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带
领全省上下把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勇攀高峰，最吃劲的是登顶时刻；接力奔跑，最关键的是最
后冲刺。现在距离年底还有 100 多天，剩下的每一天都是倒计
时、圆梦日。脱贫攻坚，越是时间逼近，越要牢记总书记的重
托，把讲政治的弦绷得更紧。我们要提升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
任，从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进一步增强使命感，从我市
脱贫攻坚面临的艰巨任务中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中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时代赋
予的神圣使命、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务必兑现的庄严承诺，也是
发展所需、
百姓所盼、
民心所向的头等大事。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总书记的重托，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历史
使命感、现实紧迫感，努力啃下最后的“骨头”、拿下最后的“山
头”
、攻下最后的“堡垒”，把这项“国之大者”的政治任务、民
生工程、
“军中之令”不折不扣完成好。
在非常之时以非常之力建非常之功，怀川大地弓如满月、战
鼓紧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担
当、“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百倍用心、千倍用力，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奋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努力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争当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的
主力军，在向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挺进的特殊战役中书写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毛晶慧） 近日，马村区九里山小学
开展了“拒‘剩’宴，倡光盘”节俭养德倡议活动。
据了解，该校相关领导在升旗仪式上利用 LED 显
示屏，首先向全体师生讲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
要性、紧迫性，让孩子们体会到粮食的珍贵。其次，
全体师生齐颂古诗 《悯农》，感受粒粒粮食的来之不
易，激励师生将古诗牢记于心，光盘落实于行。第
三，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希望师生共做勤俭节约的
践行者、争当“光盘行动”的示范者、成为“光盘行
动”的传播者。第四，全体师生一起在倡议活动签名
墙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共同践行“光盘行动”，杜绝浪
费行为。

●为提高全体幼师及家长的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在第 23 届全国推普周到来之际，孟州市河雍
办事处中心幼儿园结合实际，积极创设多样化的推
普环境，组织开展儿歌表演、绘本剧、图书漂流、
亲子阅读等丰富多彩的推普活动，引导幼儿争做
“我是小小推普员”
，带动家长一起说普通话。活动
的开展使全园上下形成了“人人都说普通话，处处
盛开文明花”的良好氛围。
（王志娟 李丹）
●近日，孟州市小学数学优质课评选活动正在
如火如荼展开，该市教培中心小学数学教研组两位
教师负责本次活动的培训工作。培训中，两位教师
向参赛教师认真细致讲解本次活动的程序、宗旨及
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上，所有参赛者进行层层选
拔，最终选出优秀课例。本次活动按照严谨、公
平、公正的原则，遵循教学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不仅充分展现了孟州市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风采，
还使每位教师在此比赛中吸取经验，不断提升自
我，提高教学水平。
（张佩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