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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

完善四个体系 推动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本报讯 （记者丁垒） 近日，记者从市
教育局了解到，为加快建设我市高质量教
育体系，今年市教育局将进一步补短板、
强弱项，努力完善四个体系，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
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市委十一
届十三次全会和今年市两会都提出了“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为此，市教
育局将从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
高中、职业教育体系入手，推动全市教育
事业稳步发展。
加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启动实施

第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持续加大公
办幼儿园建设力度，完善县、乡、村三
级农村学前教育服务网络，每个乡镇办
好 1～2 所公办中心幼儿园；继续抓好城
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确保完整
移交、有效投用；市本级要重点抓好市
实验幼儿园南园项目建设，力争今年秋
季建成投用。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强学校
标准化建设，抓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提
升项目，新建改建一批乡镇寄宿制学
校，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深化义务

入伍学生在部队荣立个人三等功

本报讯 （记者孙军） 日
前，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
学院 2013 年入伍学生孙帅因
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
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
功，其所在部队政治部给学
院发来了奖励通知书。
孙帅是河南工业和信息
化职业学院资源环境系测量
工程专业 12-1 班学生。在校
期间，他勤学好思、乐于助
人，热爱体育运动，是一个
青春阳光的有志青年。2013
年，孙帅响应国家号召，在
班主任冯新顶的鼓励下，报
名应征，凭借过硬的政治和
身体素质，通过层层选拔，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士。
入伍后，孙帅牢记学校嘱
托，刻苦训练、拼搏进取、勇
于挑战，圆满完成了各项工
作任务，获得部队领导和战
友的一致好评，最终获此殊
荣。
近年来，该学院紧紧围
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
一根本问题，深入推进“三
全育人”工作，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构建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释放“大思政”综合效
应，形成“人人、事事、时
时、处处”育人的良好局面
和强大合力。坚持用新思想
铸魂育人，让广大学生更加
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引导广大师
生不断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共产主义运
动历史性、中国革命道路选择必然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探索艰巨性、党的创新理论真理性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的全方位认识，更加坚定理想信念，
从生动讲好革命英雄、红色精神、疫情防控故事入
手，在广大师生中开展持久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
国防教育。坚持做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
重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关注学生的全
面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
孙帅在部队的表现，彰显了河南工业和信息
化职业学院“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奉献、特别能担当”的学院精神在人才培养
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具
体检验。

教育集团化办学，重点推动城区优质学
校与武陟县、温县农村薄弱学校结对帮
扶，提高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实施第三
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加大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力度，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
优质公平的教育。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各县 （市）
区要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加快
消除大班额，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市
本级要重点推进焦作一中、焦作十一中、
焦作市外国语中学等市直高中新建改扩建
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等项目，为适应新

高考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召开“双
元”培育推进会，加大“引企入校”力
度，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对接企业设立一
批“冠名班”
，实施“订单式”培养，推动
校企专业共建、基地共享、人才共育；启
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重点
推进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高水平学校项目
建设，博爱县职业中专、焦作技师学院高
水平专业项目建设；积极支持焦作科技职
业学院、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山阳校区等项
目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

用爱和坚韧守护一份事业
有很多时候，冯兰面临着孰轻孰重的
两难选择，譬如在事业和家庭方面，女儿
小时候特别需要妈妈的陪伴，然而冯兰总
是在女儿的哭喊声中毅然走出家门，因为
在她看来，学校里有一群学生更需要她。
女儿刚会说话时，曾清晰表达了一句让人
感到扎心的话：
“妈妈的学生比我更重要。”
父母慢慢老了，也很需要她的照顾，
但冯兰是一位班主任、是教研组组长，还
是备课组组长，“工作不能耽误”“竭尽所
能把事做好”这是父母教导她的，也是她
遵守一生的工作信条。班主任“一日五到
班”，她从来没有落下；集体备课时，她永
远那么认真、执着；课堂上，她激情四
射，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学生
的作业本、试卷上写满了她的批语……学
生们心疼她：“兰妈，你回家休息吧，我们
会努力学习的，放心吧！”孩子们哪里知
道，他们的老师回家后还要照顾两位生病
的老人：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一直伺
候到老人睡下，才能歇一歇自己疲惫的身
体。一日不易，日日如此，她咬着牙，微

区这一发展目标，夯实基础、
补齐短板、改善条件、提升质
量，将马村区教育事业推上新
的发展阶段。二是筑牢两个基
础，即以党建为统领，筑牢思
想基础；以防护为引领，筑牢
安全基础。三是抓好三个专项
治理，即抓好校外培训、托管
机构专项治理，保障家长、学
生的合法权益；抓好师德师风
专项治理，引导教师增强底线
意识；抓好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专项治理，特别是规范学生手
机治理、学生作业治理、课后
服务治理、教育惩戒治理。四
是聚力四个建设，即聚力项目
建设，进一步升级全区整体办
学条件；聚力队伍建设，大力
推进名师、名校长、名校“三
名”培育工程；聚力体系建
设，构建公平竞争的教育环
境；聚力幼教基础建设，提升
办园水平。

举行美术教师技能大赛
本报讯 （通讯员徐秋霞、
秦雪丹） 为进一步提高美术教
师专业素养，发挥教师在教学
中的美育作用，达到以赛促研
的目的，3 月 15 日，修武县竹林
小学举行美术教师技能大赛。
本次比赛分为微课和专业
展示两个部分。微课环节，教
师们牢牢把握课标精神，思路
清晰，教学设计合理，语言表
达准确凝练。专业展示是统一
命题的粉笔画、创作画两项，
每位教师都巧妙构思、精心创

作，以求把自己的创作灵感发
挥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
该校校长吴海燕作了精彩点
评，希望所有美术教师通过技
能大赛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
更好地提升专业素养、规范教
学行为、提升课堂效率，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
这次大赛不仅提高了该校
美术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绘画技
能，还为他们搭建了感受美、
表现美的舞台，也让大家体会
到比赛的快乐。

3 月 15 日，沁阳市实验中学初一 （5） 班一名学生在“天天成长课”上分享自己的感恩心得。据介绍，从 2009
年开始，该校开辟“天天成长课”德育教育模式，对全校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把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渗透到日常教育
工作中，探索出一条学生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近日，修武县县直幼
儿园举行亲子运动会。本
次运动会以“享受亲情
拥抱健康”为主题，游戏
内容由老师们根据 《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
精心设计，旨在让孩子们
在运动中锻炼身体，在游
戏中找到快乐，在竞争中
学会合作，在关爱中感受
亲情。
董 飞 摄

徐秋霞 秦雪丹 摄

微课比赛现场。

示范区宁郭镇北官庄小学

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记焦作一中第二届“最美教师”冯兰

大学毕业后，冯兰就走上了三尺讲
台，这一站，就是 32 年。32 年来，她在焦
作一中守护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平凡
的岗位上演绎出许许多多让人敬佩和感动
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杨帆 通讯
员王永利） 3 月 12 日，马村区
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回顾 2020
年工作及“十三五”主要成
就，明确“十四五”时期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安排部署 2021
年重点工作。同时，会议对
2020 年度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并与 17 个区属中小学、幼儿园
分别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目标
责 任 书》 和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书》。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
期是马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时期，是全面提升教育发展
水平、跻身全市“第一方
阵 ”、 优 化 优 质 均 衡 教 育 生
态、实现全区教育现代化的关
键阶段。
会议强调，2021 年全区教
育工作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明确一个目标，即围绕创
建全国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

修武县竹林小学

用爱守护每一个孩子
本报记者 丁 垒

马村区
召开教育工作会议

笑面对这一切，从不向人诉苦。她说：“生
活不易，更要微笑面对，否则生活就会变
苦。”
有一位青年教师问她：“冯老师，你为
什么一直那么有激情？有没有不想干的时
候？“冯兰说：“我也有过倦怠，但是一想
到学生，自己马上就有了力量，学生不能
辜负啊！”
爱岗敬业不是不要生活，而是要平衡
生活和工作，这两者都需要用爱和坚韧去
守护。正是因为热爱教育事业，爱岗敬业
已经固化为她的内在的事业品质。

用爱与担当守护一群学生
扎根教坛 32 年来，冯兰带了一批又一
批的学生，收获了“兰妈妈”“冯太后”等
昵称，这些昵称反映了不同时期学生不同
的思想特点，也表达了学生们对她的爱。
现在，接近退休年龄的冯兰担任焦作
一中国际班班主任，面对性格迥异、学习
习惯和状态未达到理想程度的学生，她耐
心细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
行，持之以恒。她接班的第一个措施就
是让学生们树立“我很优秀”的观念，
放大他们的闪光点，引导他们重拾信
心。同时，她又让孩子们认识到：优秀
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她以身作
则，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学校，陪学生们
跑早操、上早读，和学生们一起听课、
上自习。她对学生说，一个优秀的班主
任 靠的是“爱、坚持和担当”这三样东
西，同样，一个优秀的学生也需要这三种

品质。“孩子们，我们的人生要靠我们自己
成就，谁都无法逃避成长道路上的困难和
挫折，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人，才是真的
勇士。”在她的陪伴和守护下，孩子们一天
一个样，每天都在进步，全面发展成长的
步伐明显加快。
有人问：“冯老师，都知道班主任工作
比较累，你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坚持带
班？” 冯 兰 说 ：“ 我 喜 欢 学 生 。 做 喜 欢 的
事，是一种快乐。”每带一届学生，冯兰都
是这样用爱守护着、陪伴着孩子们成长，
教会他们用微笑和担当去挑战困难和挫
折，勇敢地走向自己的未来。

用爱和责任坚定一种信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冯兰以奋斗在
一线的抗疫战士为榜样，坚守岗位，恪尽
职守。作为一名老教师，她认真学习网上
授课方法，精益求精地一遍遍修改课件，
常常加班到深夜；作为一名班主任，她积
极充当疫情防控的宣传者和心灵呵护者，
在家长群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让每位家
长和学生都知晓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做
到正确防范，不信谣、不传谣；作为教研
组组长，她带动组员开展集体教研活动，
交流线上教学经验，以开拓的姿态应对教
学上的新情况。“最困难的是刚开始通过钉
钉直播上课。”冯兰说，“那真是老革命遇
到了新问题，不过我也没有怕过，不会就
学，学得慢，就多学多练。”经过努力，她
不但熟练地掌握了直播上课的方法技巧，
还能远程监测班级网络授课情况以及学生

们的学习情况。
为了确保每一名学生心理健康，并高
效地进行网上学习，冯兰非常重视班会的
作用，一周一次的班会，她都要提前收集
材料，精心撰写和修改班会内容，先后召
开了以“自律”“死亡”“生命”“责任和担
当”等为主题的班会，叮嘱学生和家长在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调整心态和释放自己的
情绪。
在冯兰的努力下，孩子们居家学习有
序高效，在复课后的全市期中考试中取得
了理想的成绩。
对于她的这些努力，家人既心疼又不
解：“谁家孩子在家，家长不尽心管？你就
不能省省心？”她有点不高兴地说：“作为
一名教师、一名班主任，尽心尽力守护好
学生，我责无旁贷。”在她看来，这是关乎
教育事业的大事，对于自己来说，不能有
一丝一毫的退缩和马虎。网上教学期间，
冯兰不但关心班里的每一名学生，就是那
些大学毕业后、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她
都一直关心关注着。“没办法，我爱这些孩
子，心里就割舍不了。
”冯兰说。
“用爱去守护每一个孩子”是冯兰一贯
的工作作风，也是她从教 32 年来最宝贵的
工作经验。因为心中有爱，她变得坚韧坚
强，她愿意学习、研究，并不断提升自己
的教学管理水平；因为心中有爱，她把爱
岗敬业视为理所应当，尽心尽力已成为她
的工作自觉；也因为爱学生和神圣的教育
事业，她收获了学生和同事们更多的尊重
与赞扬。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尹 艳 琴）
为打造高效课堂，积极推进课
堂教学改革，全面真实了解教
师常规教学情况，近日，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宁郭镇北官庄
小学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为确保听课实效，授课结
束后，该校校长、教务主任与
授课老师进行交流，就这节课
学习目标的预设、重点难点的
把握和各环节的有效开展谈了

焦作教育
微信公众号

各自的看法。同时，该校校长
对授课老师在课堂上合理运用
学校推行的“四个一”教学模
式提出了表扬，并对老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该校通过开展“推门听
课”活动，旨在增强老师“向
课堂 40 分钟要效果”的意识，
有力促进课堂教学改革和教学
质量稳步提升，为教师长足发
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