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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应先验明正身
“

信阳消息（ 记者李亚云）
昨日， 记者从市招办了解到，
目前我省普通高招正式进入
录取阶段。 很快， 被录取考生
将接到高校发出的录取通知
书。 市招办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考生， 这一时期， 虚假录取通
知书骗局会进入高发期， 广大
考生应当做好防范， 接到录取
通知书后， 考生应第一时间验
明真伪。
记者了解到， 在高招录取
阶段， 往往会有不法人员通过
邮局、 快递公司向考生寄送伪
造的录取通知书， 让考生将学

杂费打入指定银行账号。 同
时，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
生及家长不熟悉招生程序的
弱点， 打着补录的旗号行骗。
去年外省曾有个别考生因轻
信别人的承诺， 上当受骗， 甚
至丧失了生命。
市招办工作人员提醒广
大考生， 在收到高校录取通知
书后， 先要查询一下自己填报
的志愿中有没有这个学校。 如
果没报志愿， 这个通知书就很
可疑， 要及时登录省招办网站
核实、确认录取结果。只要在省
招办无录取记录的， 就可以断

”

定这个所谓的“录取通知书”是
假的， 此时需要考生和家长提
高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另外， 考生和家长一定
要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政策
和信息， 有问题可以登录河南
省招办、 信阳市招办网站查
阅。 在高招录取期间， 考生如
有不明白的政策性问题， 可拨
打辖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
务大厅的热线电话。 如果是查
询个人信息， 必须由本人持身
份证、 准考证亲自查询， 不可
电话查询或者委托他人代查，
严防个人信息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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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潜心砺炼显风范乐教善教育英才

张倩老师（中）与学生合影
本报记者周涛
中考英语学科和政治学科
取得100% 的及格率， 大部分
文化课的优秀率超过70% ， 最
高的优秀率达到87% ； 信阳市
前10 名九中有5 名，单这一个
班级就有4 名，650 分（ 满分
上的高分学生有8 名，
700 ） 以
以上有34 名…… 在
607 分
信阳的中考中， 不得不
2017 年
提信阳市第九中学九（12）班，文
化课总分第一名殷菲、 第二名
余安琪均出自这个班级， 而培养
她
俩
的
是
河
南省特级教师张倩。
见到张倩时， 她刚与一所
私立高中的老师通完电话。“他
们问我班里有没有考430 分左
右的， 这个还真没有。 我们班
学生， 只有3 名学生是
75 名
左右的， 其他都是500
475 分
多分、600 多分的。 ” 张倩笑着
告诉记者。
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问
头活水来。”为了觅得那活水的
源头， 真正步入教育艺术的殿
堂， 作为学校英语教研组长的

张倩老师， 勇当教学教研的实
验者、践行者。她认真学习现代
教育理论， 一直在教学一线苦
苦地思索与探求着， 她常常找
遍所有的案例， 浅析、 专心研
究，体会众家之长，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风格。 与许多英语
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同， 九（12）
班的学生们都知道， 一般情况
下张老师是不布置英语作业
的， 然而这并不影响她们班的
英语成绩。在课堂上，张倩老师
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学生们把该
掌握的内容全部掌握， 偶尔有
几名学生掌握不了， 导致考试
成绩不及格， 张倩老师都会耐
心引导他们找回自信。
初中，英语这门课是必
“在
须要学好的，打不牢基础，高中
学起来就会特别难。 我认为孩
子们学习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信
心， 所以我首先是培养学生们
遇到困难不气馁的品质， 然后
是不给他们压力， 逐步增强他
们的自信。 ” 张倩老师告诉记
者， 她的教学方式便是让学生
们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 引

导他们平时合理安排自己的学
习时间，注重学习实效。
每年的春季， 张倩老师都
会带着学生们出去踏青， 公园
里的花草树木、 凉亭、 小船， 样
样事物都成了教学器材， 让学
生在轻松愉悦中开启智慧； 每
年的圣诞节， 张倩老师会领着
学生们开圣诞party， 要求学生
们都用英语交流， 让学生们在
欢乐中学到知识；平日里，张倩
老师时常组织美食节， 学生们
都回家自己准备食材， 然后带
着自制的甜点参加活动， 并用
英语介绍自己制作的过程和食
材选用， 让学生在玩乐中提升
能力。
日的课堂上，我们师生
“平
之间互动比较多， 打电话、 看
病、 环保、 互助、 奉献爱心……
不论实际生活上的东西， 还是
科学知识上的问题， 都能成为
我们课堂上的话题。”张倩老师
笑着说，“‘ 一带一路’‘ 共享单
车’都曾进入我们的课堂。 今年
中招考试中的一篇文章， 也曾
是我与学生们讨论过的话题。”
据悉，张倩老师自1981 年
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 便奋
斗在教学一线上。 用同事们的
话说： “ 她与生俱来地敬业奉
献，使张老师桃李满天下，我们
学校就有好几位老师曾是她的
学生。 ”
当看到学生家长发给
“每
我的微信致谢时， 我都特别欣
慰和自豪， 因为我的努力值
得。”张倩告诉记者，“我一直把
教育当作终生事业来做， 我爱
这项事业，我会全力去做好。 ”
一个人只要有追求，有爱心，那
她将永远是快乐和充实的人。
她就是这样一个对教育有着挚
诚爱心的人。

本报记者郭晓雨
下午中考成绩
7月
7日
新鲜出炉， 信阳市第九中学
九（9） 班的班主任王庆东老
师拿着成绩单， 脸上又一次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三年辛
勤的付出终于换来了收获的
喜悦！全班79 人，有30 人考
试成绩在600 分以上， 邓雨
婷、 涂书广的文化课成绩都
进入全市前10 名，根据成绩
预测他班将有50% 的学生
升入信高就读。
王庆东是河南省优秀
教师， 从事数学教学、 政教
管理工作27 年， 且一直担
任班主任， 有着丰富的阅历
和经验， 多次被评为省级骨
干教师，市级优秀班主任。
王庆东老师的数学课
讲得通俗易懂、 风趣幽默，
他善于把先进的教育理念
转化到具体、 有效的教学行
为之中，“ 自主、 合作、 探究、
创新” 贯穿在每一节课里，
让每位学生对学习产生浓
厚的兴趣， 形成独具特色的
高效课堂教学风格。 在班级
工作中， 他用真心、 爱心、 耐
心、 细心去关爱学生、 温暖
学生、尊重学生。
王庆东老师认为， 初中
阶段是树立孩子正确的人
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
要时期。 他十分重视孩子良
好习惯的养成、 高尚情操的
熏陶和优秀品质的锤炼。 他
率先推进班级文化建设， 营
造“ 比、 学、 赶、 帮、 超” 的浓
厚学习氛围， 不断调动孩子
的积极性、 激发孩子的求知
欲， 打造学生良好的学习品

王庆东老师近照
质， 让学生成为有理想、 有
担当、 有民族精神和世界眼
光的现代人。
王庆东在班级文化建
设中重点推进班级环境文
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建
设， 如“ 小苹果” 系列歌曲舞
蹈， 预备前美文、 名言欣赏，
走进班级， 带来班级活力。
学生自己制定班名、 班徽、
班训、 班级格言等， 确保班
级制度的生命力和实效性，
达到学生自主管理的境界。
班级管理最重要的还
是成绩， 他们班每学期都会
开展学习小组竞争， 制定调
动孩子学习积极性的对比
表， 进行“ 一帮一” 的学习帮
扶活动， 从而大大激发学生
学习的热情。 除了学习上，
王庆东也很重视学生的精
神文化建设， 如通过军训、
艺术节、 运动会培养学生的
团队精神； 通过送爱心去福
利院， 关爱留守儿童等培养
学生的优良品德； 利用主题
班会传统节日， 传承中国文
化， 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
以社团为载体， 为学生提供
一个展示才艺和特长的平
台，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王庆东告诉记者， 他所
带的班级没有一个学生流
失， 在他眼里一个都不能
少， 每一个都重要。 一位老
师之所以受到学生们的喜
爱就在于能够尊重每一个
学生， 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
需要， 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并为实现理想而快乐地学
习， 阳光地成长， 他说以后
将为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而奋力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