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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报名工作5月25日开始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
试中心获悉，2021 年我区普通
高等教育专升本报名工作将于5
月25日9时起至5月27日17时
进行，逾期不予受理。符合报名
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登录“内
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

“2021年专升本招生网上报名”
进入登录页面报名。取得高职

（专科）学历后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退役人员，申请参加普通高
校专升本选拔的，医学类和医学
相关专业的学生到内蒙古医科
大学报名，参加内蒙古医科大学
的选拔；其他专业的学生到内蒙
古农业大学报名，参加内蒙古农
业大学的选拔。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提醒，除参加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单独招生的学
生外，其他参加 2021 年内蒙古
自治区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选
拔（含免试生）的学生均须进行
网上报名，否则不具备专升本推
荐和录取资格。报名学生学籍
注册必须与推荐院校一致，同一
学生不得参加两次及以上选拔。

（记者 刘志贤）

内蒙古医科大学在
全国大赛中斩获一金三铜

5月15至16日，第十届中国
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总决
赛在天津举行，内蒙古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五年制）、中医学、护理
学、预防医学四个赛道的参赛队
伍全部挺进决赛，成为所有参赛
队全部晋级决赛的两所高校之
一。其中，临床医学专业（五年
制）代表队荣获金奖，在决赛的全
国42支队伍中排名第五。中医
学、护理学、预防医学代表队均获
铜奖，展现了该学校深厚的教育
底蕴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记者 刘志贤）

内蒙古艺术学院
视觉艺术类作品展开展

5月18日，内蒙古艺术学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视觉艺术类主题作品展在内蒙
古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由该
校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影视戏
剧学院和新媒体学院师生参与
创作，作品涵盖了 14 个本科专
业（方向）及艺术硕士（美术、艺
术设计）等专业，共计 300 余件
优秀作品参展。展览将持续至
本月 28日。作为学校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内容，展览将党史学
习教育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结
合起来，进一步拓宽了党史学习
教育途径，丰富了教育载体，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记者 刘志贤）

上大学时从没想过自己会当一名教师，但真正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后，我对这份职业“上了瘾”。

大学毕业后，我去补习机构做了一名高三英语老
师，送走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看着他们奔向人生的
新征程，成就感满满。

4 年后，我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从城市来到
农村，开始有些不适应，再加上刚一入职校领导就让
我接任五年级班主任，这让从未与小学生接触过的我
感到不知所措。做操不整齐、在楼道嬉闹、上课说话
⋯⋯我常常要喊破喉咙去督促他们动作整齐，保持安
静，认真听讲。

是他们，让我无数次有过退缩的念头；但也是他
们，治愈我、温暖我。

刚带班时，班上有个男孩说话有些结巴，上课回
答问题时总是因为说不明白话被同学嘲笑，跟同学发
生矛盾时也会委屈地哭，大家都叫他“小哭包”。一次
课后，我把几个嘲笑他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
这种行为对别人的伤害，他们意识到了错误并向男孩
道了歉。我还鼓励这个男孩平时多说多练，多读课外
书，说话之前组织好自己的语言。

此后，男孩开始上课主动读课文，积极回答问题，
渐渐地，他说话也不结巴了，甚至在班队会活动中表
演了三句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儿童节文艺汇演的
时候，大家还推举他当节目主持人。男孩的母亲找到
我说：“谢谢您苏老师，让我的孩子变得这么自信、优
秀。”

家长的话，也让我意识到，教师不是一份简单的
职业，而是一份教书育人的事业。

很 多 时 候 ，我 们 总 是 习 惯 用 成 绩 去 评 判 一 个 孩
子。其实，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他们独特的闪光点。有
的关心别人，善解人意，有的是劳动小能手，乐于助
人。有段时间我神经性头痛，整天捂着头，学生看到
后都来关心我。“老师是不是被我们气着了，我们都听
话，不惹您生气了。”“老师快去医院看看吧。”一股暖
流涌上我心头。这样的时刻，疲惫也成了快乐。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值得我珍藏一辈子的
记忆。

（作者：苏晓慧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三两中心校
英语教师）

值得一辈子珍藏的记忆

近期，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内
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全区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示范中心对口支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的主要内容、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途径
等，进一步构建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体系。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
了解心理调节方法，认识心理异常现象，掌握
心理保健常识和技能。从小学低年级、小学
中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学
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出发，分阶段设置心理健
康教育的具体教育内容。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途径

学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始终贯穿于教育
教学全过程。全体教师都应自觉地在各学科
教学中遵循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在教育教
学全过程中体现出对学生的爱、情怀和温暖。

开展心理健康专题教育。可利用地方课
程或学校课程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周开
展一次专题教育，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心理发
展，预防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

完善心理辅导室建设。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遵循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向学生提供发
展性心理辅导和帮助。

密切联系家长共同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学校
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了解和掌握孩
子成长的特点、规律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

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学校要加强与所在地区高校、青少年校
外活动场所等的联系和合作，组织开展各种
有益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和
心理素质拓展活动。

切实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充分
发挥学校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在育人方式
和教学方法上的独特作用，引导学生通过集
体活动、运动对抗、审美体验等方式调适释放
心理压力，提升心理素质。

建立大中小学对口支援工作机制

由已经建立的 15 个全区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示范中心对口支援相应盟市中小学校，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体制和工作体
系；协助开展对有心理困扰学生的危机预防、
识别、干预和转介工作；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增强心理辅导技能。 （记者 刘志贤）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蒙古出招了

□本报记者 赵娜

初夏时节，万物勃发。由内蒙古科协、
内蒙古教育厅主办的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
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内蒙古赛区复赛在内
蒙古科技馆举办，从 9 所高校、62 所中学的
1600 支初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 54 支参赛
队伍展开最后的较量，最终 5 支队伍晋级
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总决
赛。

以赛促创，以创促学。大赛引爆青少年
科技创新热潮，全区各地校园内处处洋溢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浓厚氛围，学生们的科
技梦想在这片土壤中发芽、生长、繁茂成林。

赛场“玩”出大学问

赛场上，选手们展开奇思妙想，比拼创
新设计。在风能利用比赛现场，一块薄板、
几根塑料管和几个小轮子组装而成的简易
小车，看似十分简单，但被他们“玩”出了大
学问。选手们发挥其无限的想象力，为各自
的“战车”设计了形态各异的风帆。通过实
战比拼，看看谁的“战车”在风力的作用下扬

“帆”行进的距离最远、承载的砝码最多。
“比赛过程蕴含着很多知识。风帆的

受力面积、角度等都影响行驶效果，因此同
学们在结构设计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内

蒙古科技馆科技交流部部长杨冬梅说。
“我们的‘战车’经过 2 个多月的反复

实验，不断改进，最终寻找到了最佳方案。”
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的学生孔怡丹边
展示自己的“战车”边介绍，“就拿车身部分
来说，我们就尝试了众多材料，最终选择了
承重力强、自重轻的 KT 板。”

大赛现场，不仅有身经百战的老将，还
有初出茅庐、跃跃欲试的“少年侠客”。

“第一次参赛不求取得好成绩，只希望自
己的创意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北京八中乌
兰察布分校初一年级学生刘旭男兴奋地说。

创意作品展示现场，自动摄像巡逻车、智
引机器人、激光传声仪⋯⋯一个个作品“脑洞
大开”、创意满满，仿佛走进了创新梦工厂。

内蒙古医科大学的选手赵浩辰感叹：
“这次参赛看到了这么多精品力作，深受触
动。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
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本次大赛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
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很多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
汽车转向变速系统、盆栽自动浇灌器、智能
分类垃圾箱等。这些作品贴近生活、实用
性很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国忠评委
说，“本次大赛重点关注前沿科学技术及科
学教育理念的应用与普及，考察青少年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手实践能力。学生

们在参加此类大赛的过程中可以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为以后创新创业打下坚实的基
础，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合力打造创新梦工厂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创新是
社会进步的灵魂。那么，如何激发青少年
的科学好奇心？怎样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
人才？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在行动。

家庭是培养创新教育的第一场所。
谈到何时对科技制作产生兴趣时，参

赛选手孔怡丹说她的创新启蒙来自于小时
候过生日时爸爸送给她一个亲手制作的棉
花糖机。“那时，我就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认为科技可以改变生活，科技可以带来快
乐。从此，我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
志成为科研工作者。”孔怡丹说。

学生的创新热情不仅源自于家庭的启
蒙和引导，也源自于学校的培养。

“憋着一股气，逢赛必上。”这是孔怡丹
团队的追求。课堂外，团队成员扎进学校
的实验室潜心学习和研究。在他们的背
后，专业指导教师的指导让这支团队攻克
了一个个技术难关。

“我们一直特别重视对学生科技创新的
培养。学校不仅创建了科技社团，还配备了
专职的科普教师团队，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科
技科普活动。此外，还在科协的协助下，设

立了科创实验室。目前，全校科技创新氛围
十分浓厚，很多学生都报名参加了各种科技
创新大赛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孔怡丹
的指导老师王志英认为，科技创新大赛为科
技后备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支撑，为青少年
体验科学之美、创新之妙搭建起广阔舞台。
通过参赛可以让学生们进一步深化所学知
识，在玩中长智慧、有创新。

如今，走进全区各地的校园，一堂堂科
普课各具特色，精彩纷呈、妙趣横生；一批
批创新实验室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

据了解，近年来，为普及科普知识、提
高青少年科技素养，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各
级科协组织大力推进基础设施规范化、科
普工作常态化，基层科技场馆建设和科普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为全区各学校提供了
丰富的科普展教资源，把科技教育贯穿到
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各个阶段。

内蒙古科技馆馆长额尔德尼介绍，科
技馆基于馆内科普资源，不断丰富科普教
育形式，通过研发展厅教育活动、设计科学
课程、开展科技馆进校园活动、引进和创作
科普剧、举办特效电影展映等活动，强化我
区青少年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培育更
多掌握科学方法、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
年群体。开展科技放飞梦想、科学那达慕
等特色科普教育活动 6000 多场次，为更多
创新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为师者说］

［简讯］

□薄一珊（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学生）

20 世纪 20 年代，韩雅兰在陕西省立女子
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
底，她赴延安抗大学习。1937 年全面抗战爆
发后，韩雅兰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
作。这封家书是韩雅兰于 1937 年 4 月 18 日在
延安时写给父母亲的。

在当时水深火热的中国，一个平凡女子，
在民族大义面前，毅然选择了内心的红色信
仰，让我深感敬佩。如今，我们生活在新时代
的中国年轻人，更应该扛起时代富裕的使命，
努力学习，掌握本领，报效祖国。

扛起时代的使命

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

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
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
此点终不能安心。儿不愿做个时代的落伍者，
不愿落人后，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
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
家民族求解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这就是
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儿决定来此学习
一点真实学问，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由西
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好些熟人，所以请
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做得不对。这样多的
人都和儿所作的一样。

敬祝
健安

漂泊的女儿敬禀

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韩雅兰写给父母的信

以赛促创 以创促学

引爆校园科技创新热潮

这学期的每个周日，内蒙古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高一 22 班的许桐恺都会来到内蒙古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实验室，进行他的牧草研
究。

和许桐恺一样，今年，内蒙古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共有 5 位学生入选“英才计划”，在内蒙
古大学各相关学院开展科学研究。据了解，
为切实促进高校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开发开
放，建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

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
中国科协和教育部组织开展
2021 年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即“ 英 才 计
划”。计划旨在选拔一批品
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
走进大学，在自然科学基础
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指导
下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
和科研实践，使中学生感受
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激
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
树立科学志向，进而发现一

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为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输送后备力
量，为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和成长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内蒙古大学作为 2021 年“英才计划”的
试点高校，与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化
学、物理、数学、生物和计算机五大自然科学
基础学科对接，由学校的学科带头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直接承担起对中学生的教育、培

训工作，培养周期为一年。
“通过一段时间的科研学习，我不仅视野

开阔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些科学思维。”
“英才计划”学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18 班学生张哲说。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祁智教授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
种子，引导他们热爱科研、走进神秘的科学世
界，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位科研工作者的责任
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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