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锴）“整个
早晨，我一直看着你们！”“整
个早晨，我们一直看着您！”9
月6日上午，山阳区焦东路小
学太行校区一年级4个教室
里传来朗朗晨读声，班主任正
在和一年级新生共上“开学第
一课”。

开学第一课，就像落在白
纸上的第一笔。这一课，将伴
随孩子们开启新学期的新航
程。为迎接一年级“萌新”的
到来，山阳区焦东路小学太行
校区组建的一年级骨干团队，
利用暑假用“心”打造崭新环
境、用“情”描绘美好愿景，将
教室环境布置得焕然一新。
在他们精心装扮的教室里可
以看出，每一片云、每一朵花、
每一棵草，都饱含着对孩子们

的美好祝愿。
在这个金秋送爽的时节，

带着父母的期盼，怀着蓬勃的
朝气，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一年级新生走进欢迎门，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
始了他们崭新的小学生涯。

为了迎接一年级新生，
4名班主任精心策划了各班
不同的新生入学礼。向日
葵气球、花朵棒棒糖、红旗
贴纸……一份份可爱的礼物
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学校也准备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
第一课”活动，让学生在生动、
温热、丰富的大课堂中，源源
不断获得养分和启迪，用满满
的元气迎接新学期。

焦东路小学太行校区

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

本报讯 近日，河南
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
2022年河南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第
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赛区选拔赛获奖名单的通
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在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
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7
项的好成绩，获奖率达到
71.4%，较去年增长 28%。
其中，理工学院学生薛世
杰团队的一等奖获奖项目

在国赛推荐排位第三名，
靳小红等 7 位教师获得

“优秀创新创业指导教师
奖”。

自大赛启动以来，该校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
发动，师生参与热情高涨，
共申报3331个项目，后经
学院初赛、校级决赛、专家
评审、遴选排位等环节，遴
选出14个优秀项目进入省
赛。招生就业处结合疫情
防控实际，特邀校外专家，
为遴选出的14个优秀项目

开展了双创“云课堂”“云辅
导”“云特训营”等“云服务”
活动，对优秀项目进行10
余次精心打磨，不断提升项
目质量，提炼项目亮点，发
掘项目特色，力求精益求
精。最终，参赛团队凭借稳
定的心理状态、清晰的逻辑
思路、流畅的语言表达，充
分展现项目特色、团队优
势、学子风采，为竞赛取得
好 成 绩 奠 定 了 良 好 基
础。

（张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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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5 日上
午，市文明办省级文明校园
检查组一行来到市道清中
学，进行省级文明校园创建
验收检查工作。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
实地查看、问卷调查、观看
视频等方式，分别对该校创
建省级文明校园的条件进
行了全面、详细的考评。

汇报会上，校长徐广信
代表该校对检查组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接着通过播

放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宣传
片，向检查组介绍了该校在
思想道德建设、领导班子建
设、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的
开展情况。

之后，检查组参观了
该校校园文化建设、校园
环境建设、活动阵地建设
的展板内容以及图书馆、
阅览室、校史馆、心理咨询
室等功能室。师生通过填
写问卷调查，向检查组展
示了师生对创建工作的知

晓情况。
市委宣传部四级调研

员、思想道德科科长、第十
四测评验收组组长周迎军
对该校为创建省级文明校
园作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创建省级文明
校园不是终点，学校要明确
校园文化建设定位，不断提
升文化氛围，树立学校外在
形象，打造成全市品牌名
校。

（王晓晖）

河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喜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贺珺）为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
证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
秩序，9月4日，环南一小开
展了防控疫情应急演练活
动。

学校大门是校园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该校
从模拟学生排队等候进入
校园开始，要求严格佩戴口
罩，保持一米距离，排队进
入校园。值班教师在校门
口对学生进行测量体温，并
消毒，体温正常者正常入
校。班主任在教室门口进
行第二轮的体温检测，并指
导学生双手用免洗消毒液

进行消毒。
演练中，学校模拟上课

时一名学生测温异常，随后
立即报告防控工作组，防控
工作组人员迅速对该学生
实施管控和隔离，并对其接
触过的物品和环境进行消
毒。隔离期间，工作人员再
次对其检测体温后，通知家
长、上报学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启动学校疫情应急预案，
及时上报，整个过程有条不
紊。

在学生如厕的过程中，
学校严格要求学生间隔一
米排队有序进行，如厕后由

老师指导学生按“七步洗手
法”洗手，确保学生手部卫
生。

在错峰放学的过程中，
各年级定时定点有序排队
间隔一米错峰放学，家长及
学生不在校门口逗留，不购
买“三无”产品。学生全部
离校后，老师们对教室、水
池、操场、卫生间等地进行
全面消杀。

此次演练进一步规范
了学校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流程，提高了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的整体应变和处置能
力，为开学后的师生安全提
供了保障。

环南一小

疫情防控不放松 应急演练迎开学

市道清中学

争创省级文明校园

花儿朵朵班班主任李娜与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
本报记者 李 锴 摄

一年级新生在“成长门”前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李 锴 摄

8月18日晚上7时，夜幕降临，天
气热得像个蒸笼，一丝风也没有，我和
妈妈一起来到摩登街摆地摊。

我和妈妈找到一个小摊位，当我们
把漂亮的手串、玩具摆放整齐，就已经
汗流浃背了。妈妈告诉我：“当有人路
过我们的摊位时，一定要大声介绍我们
卖的东西才有机会吸引顾客。”1个小时
过去了，没有人买我们的东西，转眼21
时了，还是没有人……我的衣服湿透
了，我很着急也很沮丧，就想回家，妈妈

鼓励我再坚持一会儿，说一定会有人喜
欢我们的东西。就在我们要收摊的时
候，来了一位阿姨，她很喜欢一款小鸡
玩具，要买两个，我开心地看向妈妈，妈
妈微笑地对我点点头。哇，我们终于有
收获了！

通过这次摆地摊，我看到很多为生
活操劳的人，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感
恩爸爸、妈妈给我的一切。我一定要好
好读书，努力进步，用智慧创造美好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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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寄语

两年前，56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来到焦
东路小学，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在这
里我们扬帆起航。两年来，我们不畏困难，
积极上进，乐学善思，习得知识，收获友谊，
快乐成长。56张笑脸，56颗童心，56个阳
光少年，构成了我们这个努力向上的班集
体。

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我们的童年。孩
子们，愿你做一个爱生活的孩子，做一个爱

读书的孩子，做一个心中有爱的孩
子。快乐无处不在，让我们在成长

中寻觅快乐，在快乐中茁壮成长。
靳艳萍

炎炎夏日，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
走进了寨卜昌村，开始红色研学之行。

我们走进村子，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赠送的几门
绿皮大炮，依然保存完好，这应该是
当年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虽然已经
年久失修，但霸气依旧。当年就是这
些武器捍卫我国领土，守护一方百
姓，换来今日的和平生活。我和妹妹
和这几门大炮合了影，参观了第九纵
队纪念馆，抚摸了建筑群前面的石狮
子和拴马石，仿佛看到了当时人们的
生活景象。

我们走出村子，看到了一尊雕

像，是开国将军秦基伟的雕像，他的
身后分别是黄继光和邱少云两位烈
士的全身雕像。我仿佛从他们的眼
神中看到了坚定的信念、誓死的决
心。雕像周围摆满了鲜花，寄托人们
对他们的缅怀之情。面对他们，我深
深地鞠了一躬，敬了一个队礼，表达
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妈妈告诉我，家是最小的国，国
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
家。这次参观，让我意识到今天的和
平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一代少年，
唯有好好学习，强身健体，长大了才
能报效祖国，守卫家园。

我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既充实
又有意义，其中最难忘的是去游泳馆
游泳。

游泳馆特别大，泳池里的水碧蓝
碧蓝的，仿佛一片大海。我迫不及待
地跳进泳池开始游泳，但是我好像把
学习过的游泳技能全忘记了。这时，
爸爸过来了，让我先看看别的小朋友
是怎么游泳的，自己就能想起来了。

果然没一会儿，我就想起了教练教的
动作要领，然后不断尝试，终于又会
游泳了。我开心地从这边游到那边，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傍晚，我意犹未
尽地回家了。

我的暑假生活充实而幸福，现在
已经接近尾声，我要准备好迎接新学
期了。

每年暑假，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
到处旅游。我爬过巍峨的高山，见识过
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最喜欢的还是波
涛汹涌的大海。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又
带我来到了海边。

这次我们去的是山东日照，听妈妈
说日照是东临大海，太阳最先照到的地
方。我们一大早便来到了海边，湿润的
海风吹到脸上非常舒服。我和哥哥迫
不及待冲到了海滩上，海滩上的沙子又
细又软，踩上去沙沙作响，就好像踩在
特别软的地毯上。蔚蓝色的海水被风

吹得哗哗作响，掀起一朵朵白色的浪
花。向远处望去，海天一线，分不清哪
是大海，哪是蓝天。

我和哥哥套上游泳圈，在大海里畅
游，一上一下的，随着海浪飘荡，别提多
好玩了。玩累了，躺在沙滩上惬意地晒
晒太阳，喝着冷饮，真是太爽了。

渐渐地，傍晚来了，夕阳的余晖洒
落在大海上，一层层金色的浪花叠了上
来，十分漂亮。过了很久，我们才依依
不舍地离开。

我叫李骁蕾，今年8岁多了，是
个活泼又可爱的小女孩。

我总爱梳着单马尾，一双水汪汪
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肉肉的脸蛋儿
可爱极了。爸爸总说我胖，但我并不
同意，我认为那是可爱的象征。我喜
欢弹古筝、跳芭蕾、画画，但最爱的还
是品尝美食，吃起来我总管不住自
己。

记得有一次，妈妈做了无骨鸡
爪，说要放进冰箱里腌一会儿味道才

更好吃，说完就去午休了。我看着鸡
爪心想：要不尝一个吧，就一个！我
一下就干掉了它，一边津津有味地舔
着手指，一边想：一个不过瘾，再吃一
个吧。结果一不小心吃得只剩一个
鸡爪了。哥哥生气地说：“这么能
吃！你是小猪吗？”我满不在乎地说：

“我不是猪！我是猪猪侠！”哥哥不屑
地看了我一眼说：“哼！还是猪！”

这就是可爱又爱吃的我，你们喜
欢吗？

我非常喜欢暑假，因为我可以在家
里开着空调，吃着冷饮，还可以经常去
游泳，在水里嬉戏，真是畅快极了。

放假没多久，爸爸、妈妈带着我和
哥哥来到了游泳馆。我和哥哥换好泳
衣，戴好泳镜，见到游泳池就像冲锋的
战士，迫不及待地跳入游泳池里，所有
的酷热顿时不复存在。

我还不会游泳，所以带着泳圈，我
采取了一种仰泳的姿势，小腿用力向
前蹬去，水面上水花四溅，飞起的水花
让站在眼前的哥哥不敢睁眼。哥哥见
我丝毫没有收敛停下的样子，明白了

我是在向他挑衅，于是我们两个打起
了水仗，哥哥也奋力用手臂激起一片
片水浪，向我发起攻击。过了一会儿，
我们都累了，我们开始认真游起来。
不过我还是初学者，动作不熟练，免不
了被呛了几口水。爸爸看见了就给我
讲动作要领和换气的技巧，我很快地
掌握关键动作，游起来也比之前轻松
了许多。

后来，我和哥哥在游泳馆还玩了许
多设施，有水上滑滑梯、水上碰碰床，还
有水上大冒险等，既开心又刺激，一直
到筋疲力尽，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时光一闪而过，我的暑假生活即
将结束，最令我难忘的是参加了游泳
班，学会了游泳。

刚开始去游泳班的时候，我既兴
奋又害怕。虽然我很喜欢水，但是泳
池的水很深，我有些胆怯，不敢下
水。不过，经过教练的耐心指导和妈

妈的鼓励，我开始慢慢尝试下水练
习。从一开始带着游泳圈和漂浮棒
下水练习，到后来不用任何辅助工具
在水中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我不再
害怕，变得勇敢了。

总之，我在游泳班中的时光非常
快乐，感谢妈妈对我的付出和陪伴。

走进红色根据地
●李 毅

快乐暑假
●朱紫琪

我的自拍照
●李骁蕾

学游泳
●赵馨仪

暑假的一天
●王翼航

又见大海
●郭浩哲

快乐暑假
●张玉博

快
乐
暑
假

●
郑
凯
丰

焦东路小学三（8）班班主任靳艳萍。本报记者 贺 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