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UZHI FENGCAI

许职风采

JIAOYUAN FENGJINGXIAN

教苑风景线

许昌教育
第一新媒体

欢迎关注许昌微报
获取更多教育资讯

教育 值班总编 李春霞 编辑 兰民 校对 兰民

6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电话：4396859 E-mail：xcjyzk@163.com

关注许昌教育 成就你我未来

7 月 19 日以来，暴雨袭击河南，多
地纷纷告急，许昌也受到了大暴雨的侵
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许昌教育部
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根据实际情况开
展防汛救灾工作。长葛市和鄢陵县的教
育部门，打开校门，安置受灾群众，把学
校作为受灾群众的“家”；许昌电气职业
学院心系学子，向受灾学生发出了如遇
紧急灾害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通知；
许昌实验中学、许昌科技学校做好防汛
工作，保证校园安全；许昌实验幼儿园
的党员，面对险情冲锋在前，践行了党
员的承诺。

灾情当前

学校就是受灾群众的“家”

此次暴雨中，双洎河水位暴涨，佛
耳岗水库泄洪，长葛市、鄢陵县多处告
急。长葛市和鄢陵县的教育部门积极响
应上级号召，开展校园防汛，保护学校
财产安全，同时多所学校打开校门，积
极安置受灾群众。

7 月 20 日，长葛市教体局要求各学
校立即行动，认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该市各学校行动迅速，积极排涝，确保
校园财产不受损失。该局相关负责人还
冒雨到各学校，督促指导防汛工作。

7 月 21 日，灾情进一步加剧。长葛
市教体局党组发出号召，党员干部主动
请缨，组成防洪突击队，深入灾情较为
严重的佛耳湖镇、大周镇、董村镇等，协
助当地有关部门排查双洎河河堤安全
隐患，帮助安置受灾群众。佛耳湖镇、大
周镇、董村镇各学校敞开大门，主动安
置受灾群众，并及时为群众发放生活用
品和食品，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灾情当前，学校就是受灾群众的
‘家’。”鄢陵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7 月 20 日以来，该局积极行动，协助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截至目前，该局
已在所辖学校设置 12 个紧急安置点。
各学校安排教师志愿者现场值班，安抚
群众情绪，同时备好凉席、毯子、风扇，
保证受灾群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

牵挂受灾学子

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在我市发布紧急汛情通告后，为切
实做好防汛工作，许昌电气职业学院组
织专人，对校内重点区域防汛工作进行

了巡查。
该校制订了防汛应急预案、防汛工

作制度，准备了防汛物资，安排了值班
人员。巡查人员先后对校内主干道、教
学楼顶层、实训楼、学生宿舍楼、餐厅、
图书馆以及地势较低的下沉广场等汛
期重点部位进行了检查，并对该校外墙
及周边道路进行了巡查。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巡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
度，调整加强防汛抢险队伍；各系部要
认真自查，做好贵重器材及教学设备的
安全存放工作；要将防汛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以高度的责任感抓紧防汛工作的
落实；通过该校网站及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各类平台，向全校师生发布防汛各类
信息，提醒全员做好防范工作。同时，该
校还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一旦发生险

情，做好校内巡视，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汛期校园内师生生
命安全和学校财产安全。

7 月 23 日，该校又发出紧急通知，
如果灾区学生家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导致家庭重大财产损失，出现经济临时
性困难，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抓实防汛工作

把安全理念落到实处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做好当前防
汛工作的部署要求，许昌实验中学积极
做好校园防汛安全工作。7 月 21 日上
午，该校相关负责人带领后勤科、安全
科等相关科室人员，对校内重点区域防
汛工作进行了检查。

检查人员先后查看了该校办公楼、

学生宿舍、教学楼、餐厅等汛期重点区
域。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
患，校领导会同相关科室负责人现场分
析研究，提出整改要求和措施，全力消
除安全隐患。

“安全无小事，学校将始终绷紧安
全这根弦，强化使命担当，做好汛期安
全巡查和防范工作，抓紧抓实防汛各项
工作，切实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安全理念落到实处，确保学
校和师生安全。”该校负责人表示。

重在防范

全力以赴保障汛期校园安全

为做好防汛工作，许昌科技学校严
格按照上级要求，提前谋划、全面部署。
7 月 21 日上午，该校领导班子及相关科

室人员、在校党员、值班人员、物业人员
等对校园内外的防汛情况进行排查。

面对汛情，该校办公室、政教科对
全校师生发布紧急通知，及时排查是否
有因汛受灾的师生，向全校师生发布

《安全告知书》，提醒全体师生无特殊情
况不要外出，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针对
持续暴雨造成的校内积水情况，安全科
及时对危险区域进行断电，防止触电事
故发生；总务科、物业人员等第一时间
对教学楼、宿舍楼、地下车库等漏水区
域进行整修并对受影响的库房物资进
行转移，对暴雨造成的校园内外地面坍
塌处设置围栏、进行整修；党办联合党
员及值班人员，针对易涝区域筑起沙袋
防堤、疏通排水口，对校园进行全面排
查，充分做好防范工作。

在严峻的汛情面前，该校相关人员
联动协作，落实隐患排查，及时解决因
汛情出现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汛期校
园安全。

校园抢险，党员冲在最前面

7 月 21 日，许昌实验幼儿园领导
班子冒雨前往许昌实验幼儿园及许昌
实验湖滨幼儿园 （以下简称湖滨园）
察看防汛工作。受强降雨影响，因排
水设施老旧，湖滨园院内满是积水；
与此同时，楼顶的排水口因水流过急
而排水不畅，致使积水越来越多。如
果不迅速排除院内、楼顶积水，校舍
安全面临被水浸泡的危险。

许昌实验幼儿园主要负责人立即
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抢险中，党员冲
在最前面。他们顶着暴雨，蹚水到院
中，打开了下水道井盖，加速排水；
开启水泵，将院子里的水引流到外面
的下水道；疏通楼顶排水口，使排水
顺畅；巡查校舍，走进每间教室，排
查安全隐患；提醒值班人员做好夜间
防护，及时开启水泵，避免再次发生
内涝……暴雨中，湖滨园里遍布忙碌
的身影。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院内的积
水消退，楼顶排水顺畅，湖滨园的校
舍安全得到了有效保证。此时，参与
抢险的人员早已浑身湿透，脏兮兮的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通过此次抢险，该园党员展现了
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风采，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党员的承诺。

打开校门，安置受灾群众；抓实防汛，保证校园安全；校园抢险，党员冲在最前面

暴雨中，许昌教育系统闻“汛”而动
本报记者吕正子崔天祥

本报讯（记者 吕正子）为进一步完善治
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近日，市教育
局召开全市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行动动员
大会，对我市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进行了专
题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
组、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各县

（市、区）教体局负责教育收费工作的副局
长、股室负责人，局属学校、市属高校、市直
民办学校相关负责人等 70 余人参加了会
议。

会上，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
组相关负责人指出，治理教育乱收费是维护
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的重大措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教育系统要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
纪委十九届五次全会、省纪委十届六次全会
要求，务必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对待
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行动。

会议对各县（市、区）、各学校提出了具
体要求。一是成立组织领导机构。各县（市、
区）教体局要参照市教育局成立治理教育乱
收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并落实工作责任。
各级各类学校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领导
的工作机构，压实工作责任。二是建立学校
收费管理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各学
校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学校收
费管理责任制落到实处。三是加强监督检
查，加大处罚力度。各县（市、区）教体局要对
治理工作领导不力的地方和学校按照《许昌
市教育乱收费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肃
处理。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市、区）教体
局要广泛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关
于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公办与民办学校
招生收费的政策、规定和具体收费标准，澄
清社会上一些人对教育收费的模糊认识，做
到收费政策家喻户晓。

大会印发了《许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治
理教育乱收费专项行动的通知》和《许昌市
教育局关于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的提示
函》。

市教育局

召开治理教育乱收费
专项行动动员大会

本报讯 （记者 吕正子 通讯员 任璐
蝶）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
教师的职业教育理念，助力骨干教师职
业发展，为“双高”建设、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提供人才支撑，近日，许昌职业
技术学院在天津大学举办了第四期骨干
教师培训班。

开 班 仪 式 上 ， 该 校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党委高度重视教
师的教育培养工作，努力为教师提供各
种学习机会、搭建多样化交流平台。希
望通过本次培训，骨干教师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工作本领，提高综合素
质，勇敢地承担起学校发展的重任，为
该校“双高”建设和打造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该负责人对全体学员提出了三点要
求：一是强化理论学习和非专业学习，
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把科学理论思维作
为惯性，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二是注重
成果转化，加强交流和研讨，以此为契
机促进跨学科融合；三是做敬业奉献的
表率，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对教
育事业的忠诚，始终以学生成长成才为
己任，实施有温度的教育，知行合一、
学思践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据悉，本次培训为期 12 天，通过理论
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团队建设等环
节，从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解读、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及特色品牌
专业建设、高水平教学成果奖申报、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鲁班工坊建设、高水平项
目化教学设计与实践等方面开展教学培
训，切实打牢该校骨干教师的思想基础，
努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负
重任的骨干教师队伍。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骨干教师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吕正子 通讯员
吕品）近日，2021 年河南省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能力大赛获奖名单公
布，许昌电气职业学院的 4 件作品
在全省 392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
出 ，获 得 了 1 个 一 等 奖 、3 个 三 等
奖。

本次大赛中，该校卢营、杨
帅、张自立、宋贵斌教师团队的
作品 《百年征途中国梦 “五位一
体”齐发展》 荣获公共基础课程
组一等奖，实现了该校在河南省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能力大赛中一
等奖的突破。王帅军教师团队的

《变速风扇设计与制作》、张瑞凡
教师团队的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
业务核算》 获专业课程一组三等
奖，董丽娟教师团队的 《数控机
床液压系统的设计与装调》 获专
业课程二组三等奖。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能
力大赛是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
省内教学类最高级别的比赛，对河
南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

“三教”改革，全面促进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
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许昌电气职业学院高

度重视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工作。
自河南省教育厅发布此次赛事信
息以来，该校积极备赛，4个参赛团
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汗水。参
赛教师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投入大
量的精力，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积
极准备；不断在参赛作品中寻找不
足，完善细节，用饱满的教学热情、
严谨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提升技艺，打磨作品，力争把
最优秀的作品带到比赛现场。在
学校的支持下，参赛教师通过不懈
努力，最终将该校教师优秀的专业
素养、深厚的教学基本功充分展
现，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教师

省级大赛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吕正子）为深入了解学生
身心状况，引导家长用正确的方法开展家庭
教育，架起家校之间的桥梁，形成和谐、优质
的育人环境，近日，建安区建安中学统一部
署，开展了暑期家访活动。

在家访活动中，老师们向家长反馈了学
生在校情况，了解学生暑假中的学习和参与
家务劳动、社会实践等情况，指导家长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念，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
老师们还广泛收集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并填好家访记录表。

老师们还向家长、学生宣传讲解“五项

管理”规定以及假期疫情防控、交通安全、防
电信诈骗、防溺水、防汛等安全事项，获得家
长对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对外出务工家长，老师们通过电话联
系、短信提醒、网络沟通等方式，将暑期安全
注意事项告知学生及其监护人、代理监护
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代理监护人。家长
们纷纷表示，会积极配合学校工作，齐心协
力，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本次家访活动帮助学生制订了切实可
行的暑期计划及时间管理方案，确保学生度
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建安区建安中学

开展暑期家访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吕正子 通讯员 董瑾
鼎） 7 月 19 日，市三高开展了“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本 次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分 为 两 个 环 节 ，
首先集中开展理论学习，随后举行“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主题演讲比赛。在理论
学习中，该校党委委员分别领学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
讲话、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
会上的主旨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和在参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时的讲话精神等。

理论学习结束后，“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主题演讲比赛拉开帷幕。经各党支部
择优推荐，6 名党员参加了演讲比赛。潘
艳丽带来的《青年梦 强国梦》以犀利的思
想、铿锵的语言脱颖而出，展示了当代青
年的雄心壮志。李帝凡的《请党放心 强国
有我》、黄圆圆的《走好育人之路 不负伟大
时代》、魏佳佳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捍卫
盛世之中华》、丁引和后国锋的《我就是
我，用青春传递最闪耀的星火》各具特色，
共同展示了该校党员勇担使命、自强自信
的风采。

活动中，该校党委要求，弘扬伟大的
建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对青年同志的殷切勉励与深情寄语；
把学习的精神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在工作中主动担当
作为、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努
力形成干事创业、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

本次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
要许党报国、履职尽责，始终保持“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用伟大的建党精
神向发展优质特色教育的目标砥砺奋进。

市三高

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

7月20日，参加2021年第二期小记者威海“海图腾”海洋探索夏令营的许昌晨报小记者登上已退役
的我军导弹驱逐舰，了解新中国海军对海洋的利用、海防的巩固和海权的重视，强化海洋意识，树立海权
观念，激发爱国情感。 魏新傲 摄

◀许昌实验中学巡查
人员在检查教学楼楼顶防
水状况。 王利兵 摄

▶许昌科技学校巡查人
员在校园内重点部位放置防
汛沙袋。 徐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