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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教育
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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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记者 苏立萌 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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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党 史 强 信 念 育 新 人

栏目记者 苏立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青少年学习党史，可以从中
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
2021年开学至今，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开展了一系列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争做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红色文化氛围浓厚。该校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为契机，弘扬和培育红色精神，多措并举营造浓郁环境
氛围。大屏幕和班级云屏每天播放红领巾讲党史的视
频，让学生在班级门口就能听到党史故事；学校走廊挂满
了剪纸社团学生制作的带有党徽的特色剪纸；在学校红
星广场上，每棵银杏树上都有一个印着二维码的卡片，扫
码就可以聆听红色少年宣讲团的队员们录制的廉洁小故
事，充分调动队员们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这里，浓厚的红色文化沁润着校园的每个角落，让学生真
正将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七个一”活动精彩纷呈。学校为师生制订了
“七个一”学习党史教育活动方案，正好与党的生日
“7月 1日”相对应。其中，学生层面的“七个一”是
会讲一个红色故事、会唱一首红色歌曲、参加一次
红色研学、阅读一本红色图书、观看一部红色电影、
开展一次红色教育主题班会、争当一个出彩队员。

围绕活动主题，该校举行了“红星闪闪放光彩”跳蚤
书市，每个班级的摊位都有一个红色阅读区域，引导学生
了解党的奋进历程，阅读红色故事，品读红色经典，坚定
理想信念；六一前夕，“唱支歌儿给党听”主题校园合唱节
也精彩亮相，一首首红色歌曲响彻校园；期间，学校“星
艺”剪纸社团的师生还用剪纸的形式剪出焦裕禄系列、廉
政文化系列、党徽系列等剪纸绘本，并集结成册。同时，
该校还通过主题班会、红领巾讲党史、走访黄河博物馆、
建立班级红色读书角、观看红色主题电影、评选众意星光
少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沉浸式学习党史发展历

程，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为将红色基因与立德树人有机结合，学校还组织教

师深入学习党史发展历程，通过教研活动，研讨设计更具
童趣、易于学生理解，又富于教育意义的党史学习形式，
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党、爱国情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今，学校一系列动手、动口、动脑相结合的党史学
习教育正在有序开展，给学生们带来了更有趣的互动式、
沉浸式的党史学习体验，让“红色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

不负热爱不负卿

爱眼护眼爱眼护眼乐享乐享 彩人生彩人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杨杨

2007 年，大学毕业的葛金金，满怀激动走进金水区艺术小
学，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任教以来，她全身心投入教
书育人工作之中，积极发挥党员教师模范先锋作用，用责任和爱
心在三尺讲台践行党员教师的初心使命。

作为一名教师,需要强烈的敬业意识和忠诚本职工作的责
任感。怎样才能把孩子塑造成为有理想、素质高、活泼健康、积
极向上的好少年？“班主任工作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作，而爱心
是开启孩子心灵之门的钥匙。”葛金金深知班主任工作对学生成
长的重要性，“孩子是一朵需要用爱心、耐心浇灌的花，用充满爱
的关怀，可以更有效引导孩子们向好发展。”

为此，她主动探索情感教育，以情育情，以情促知，以情导
行，把对学生的情融入整个教育过程，为孩子们营造和谐、融洽
的班级氛围和学习环境。每天早晨，她准时站班里辅导学生早
读，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中午，她提早进班与学生一起静心练
字；下午放学后，她总是在细心检查完班级的硬件软件安全情况
后，才放心离校；课下，她是学生的知心朋友，时常可以看到她与
孩子们温馨交流的画面，每个孩子的变化她都了如指掌；课堂
上，她以身作则，用书写规范的板书时刻提醒孩子们要认真工整
书写……一言一行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作为党员教师，她严于
律己，作风正派，乐于助人，自觉维护教师形象，当好学生的镜
子，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让言
行举止成为学生学习的良好榜样，以高尚的道德风范去影响学
生，做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在保护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探索天性，引导学生发散思维、
主动创新的同时，葛金金还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以务真求
实、乐观上进、严谨自律的教育态度，创新课堂形式，优化班级管
理方式。“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充充电，积累教学经验。
除了翻阅教育教学杂志，还通过专业教育网掌握学习教育新动
态、新观念，并将所学所获积极转化为教育行为，全面提高学生
素质，陶冶学生情操。”

如今，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葛金金，坚持教书与育人并举，把
全部的深情和爱心投入教学工作中，精心浇灌着一棵棵稚嫩幼
苗，用满腔热血谱写着党员教师的红烛之歌。

学生时代，身边人的耳濡目染，让李玲君立下了要成为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志向。经过不断努力，她终于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从一名学生变为一名教师，踏上教师工作岗位的那
一刻开始，她就在心中默念，要把青春奉献给热爱的教育事业。

带着“为什么入党”“入党干什么”的初心，她在一所乡村小学
开启了教师生涯。在这里，她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点滴付出，用心
满足他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求。慢慢地，孩子们在她的带动下，越来
越热爱学习与生活，遇到事情总是第一时间向她倾诉和分享。孩
子们全心的信任，也更加坚定了她对教育的热情和坚守。

从教多年，她一直都在与时俱进，她说，给学生一杯水，自己
要有一桶水。老师必须是不竭之泉，时时奔涌出清新的、闪烁着
班斓色彩的溪流。她坚持每天阅读，认真钻研教材，反复研讨新
课标，及时进行反思，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手段。她的课堂总是深
入浅出、生动有趣，让学生在主动参与中拥有获得感和成就感，
进而爱上学习，爱上生活。

作为一名班主任，她总是从细节入手，抓好学生的习惯养
成。她对待学生严而有度，与孩子们真诚相处，用爱与学生沟
通。她说，孩子们的能力提高了，学会了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就
是自己最大的快乐。

课例《泥塑》在国家级优质课评比活动中获得二等奖、在河
南省优质课评比活动中获得二等奖；课例《接受，还是拒绝》在河
南省优质课评比活动中获得得三等奖；《洒画》在郑州市优质课
评比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奇妙的水果》在郑州市优质课评比活
动中获得二等奖；主持并参与郑州市课题《统编小学三年级语文

“小古文”起步教学策略的探究》研究；获评“二七区第五届名师”
“二七区优秀教师”“二七区优秀班主任”“创优争先为民服务之星”
“二七区优秀党员”……一路回望，是她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用满
腔的真诚和热爱坚实向前留下的一串串印记，一串串收获。

个人成长之余，她还注重带动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在教研
组、年级组内积极开展互学互助，并进行同课型、同专题的专题
研讨，组内教师各施所长，团结协作。因为有她和更多像她一样
的人的坚持、坚定、坚守，才让每一个孩子都更美好。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
递者、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
人。爱心如水，能润万物，作
为一名党员教师，要用满满
的爱将学生的梦想点燃，在
孩子心中播下美好的种子。”
——二七区兴华街第二小学

李玲君

今年6月6日是第26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普遍的

眼健康”。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在全社会营造爱

眼护眼、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良好氛围，我市多所学校分别开

展丰富多彩的爱眼护眼主题活动。“班主任工作是塑造学
生灵魂的工作。作为一名党
员教师，要当好学生的镜子，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让言行举止成为学生学习的
良好榜样，以高尚的道德风
范去影响学生，做好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金水区艺术小学
葛金金

举办主题比赛举办主题比赛 传承红色经典传承红色经典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小学开展视力检查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小学开展视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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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视力检查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发病率高、程度深、低
龄化等趋势，保护孩子的视力已经刻不容缓。为了增强
学生和家长重视眼健康的意识，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
小学于近日开展了爱眼日主题系列活动，并联合管城回
族区人民医院对全校学生进行了视力检查。

此次检查项目包含裸眼视力和电脑验光等内容。在
检查过程中，医生对每个学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测，对
检测结果作了详细记录，并及时反馈给学生，旨在做到早
发现、早治疗。检查结果显示，学生近视比例增加，近视
程度增高。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学生过度使用电子产
品、不注意用眼卫生等有很大关系。为最大程度减少学
生近视发病率，眼科医生对全体队员普及爱眼护眼常识，
并提醒同学们用眼时间不易过长、常做眼保健操、多做户
外运动、定期检查视力等。

视力检查结束后，该校各中队还分别开展了“呵护眼
睛，从小做起”主题班会，辅导员从眼睛的构造、近几年大
中城市小学生近视率的增长情况以及平常读书写字的姿
势和眼保健操的重要性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并以爱眼知识问答形式让大家展开讨论。队员们纷纷承
诺今后要端正坐姿、不挑食、每天远眺、按时做保健操，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普及护眼常识

近视防控，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至关重要。为
了帮助学生们树立爱眼护眼的健康意识，为自身的健康

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我市部分学校在近期专门开展了爱
眼日主题教育活动。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团结路校区于 6月 3日开展
“爱眼护眼 拥抱光明未来”主题教育活动，向学生们讲解
眼科知识和护眼常识。学生首先通过闭眼整理学习用品

的方式，感受眼睛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增强
爱眼、护眼的意识。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
们了解了爱眼日的由来以及日常生活中保持用
眼卫生的重要性。“持久观看电子屏幕、写字姿势
不正确、用手揉眼睛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一年
级一班班主任于小珂提醒孩子们。通过老师的
讲解，学生们意识到了自己生活中不利于眼睛健
康的种种行为，也决心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爱眼
护眼，拥抱光明未来。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也于 6 月 2 日举行
“共同呵护眼睛 拥有光明未来”主题教育活动。
在三三中队活动现场，老师向同学们发放问卷调
查表，了解他们平时的用眼情况及健康状况，随
后，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图画，为学
生们讲解眼球构造、近视眼发病原因、近视眼的
防与控、近视眼防控误区等方面内容，宣传做眼
保健操的重要性，鼓励他们从小养成爱眼护眼的
好习惯。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通过绘制手抄
报、黑板报等形式时刻提醒大家科学健康用眼。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了爱眼护眼常识，懂得
了养成良好用眼习惯的重要性，希望他们能拥有
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乐享‘睛’彩人生！”该校德
育处副主任路伟强说。

守护心灵之窗

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为“关注普遍的眼健康”。随
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网上学习
方式之后，很多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身，然而这样的生活
方式，也对视力造成了诸多影响，很多小学生面临近视的
风险。

根据此情况，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开
展了主题为“近视防控从娃娃抓起”的眼科普知识进校园
系列教育活动，与郑州市爱尔眼科医院积极对接，向学生
开展近视防控教育讲座。医生从关于我们的眼睛、什么
是近视、近视的表现、近视的危害、影响近视的因素、如何
预防近视这六个方面出发，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进行了
宣讲。接下来，学校通过班会课、科学课、校园短视频等
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近视”科普宣传，加强学生爱眼、护眼
的意识，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号召学生积极行
动起来，认真做好每一次眼保健操，保护视力，珍爱光明。

“爱眼护眼始于心，科学用眼践于行”主题教育宣传
活动也在高新区长椿路小学开展得如火如荼。活动中，
学校利用班级群、红领巾广播站、LED屏等向家长和孩
子宣传保护眼睛相关知识，积极开展爱眼护眼知识宣传
活动，让家长们和孩子们更多地了解护眼、爱眼的重要
性。各个中队辅导员们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通过亲身
示范、视频讲解及现场纠错，教育孩子们日常生活和学习
中应当如何正确使用眼睛等相关知识，有的中队还组织
开展了眼保健操比赛。此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家长和
孩子们对眼睛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孩子们的爱眼、护
眼能力，对预防视力下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金水区经三路小学开展视力防控大讲堂金水区经三路小学开展视力防控大讲堂

党史浸润“红色种子”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