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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校园

教育周刊

B

克职院
“单招”
报名阶段结束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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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理财周刊
周三：安居周刊
周四：时尚周刊
周五：健康周刊

打造高品质教育
建设高品位学校

本刊由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合办

全疆 231 所学校的 2642 名高中生参加报考
●即日起至 15 日，经过面试资格确认的考生可登陆

克职院招生就业网站选择面试地点、面试专业。

●单招正式面试时间为 3 月 16 日至 17 日。

●克职院将于 3 月 19 日至 20 日将公示预录取名单。

本报讯（记者 陈晓丹）3 月 7
日，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单独招生工作网上报名阶段正
式结束，来自全疆 231 所学校的
2642 名符合自治区普通高考报
名条件并取得 2019 年准考证号
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了报考。
3 月 8 日至 9 日，考生进行了
面试资格确认。
据悉，高职院校单独招生
（简称“高职单招”） 是为贯彻
落实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的决定》 精神，选拔综合素
质高和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特殊才能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进入高职院校学习而推出的重大
政策，即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根据
自身专业教学需要设置考试科

目，自主考试、录取。
克职院招生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学院单独招生面向全
疆，计划 20 个专业，总计划为
1200 人。其中，电气自动化技
术、化工装备技术、石油化工技
术、钻井技术、酒店管理、计算
机网络技术等 18 个专业中的部
分计划为 15 家企业的订单招生
计划。
即日起至 15 日，经过面试资
格确认的考生可登陆克职院招生
就业网站选择面试地点、面试专
业，上传本人电子照片及核实相
关信息，并可打印单招准考证。
单招正式面试将于 3 月 16 日
至 17 日开展。
为方便考生就近面试，面试

地点共设置三个，分别在克拉玛
依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乌鲁木
齐石油学院及库尔勒第三中学。
最终，按照考生的语文、数
学、
英语 3 门课程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总分加面试成绩（面试为百分
制）的总和，
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3 月 19 日至 20 日，克职院
将公示预录取名单。
“实行单招旨在让那些有突
出专长与爱好但文化成绩一般的
学生能有机会继续深造。”该负
责人介绍，经过单招入校的学生
和统招生没有区别，只是入学的
时间和途径不一样。高职单招具
有两方面优势：第一，单招考试
录取几率更大。如考生没有被录
取，还可以继续参加 6 月份的全

国高考；第二，专业实用性更
强，有利于就业。高职院校所设
置的专业定位于基础实用技能，
更加契合社会对应用技术人才的
需求状况，学生在学校中产学结
合，有利于强化职业技能训练。
但同时，考生通过单独招生
被高职院校录取后，就不能再参
加高考，所以考生在报名单招时
也需慎重考虑。
据介绍，克拉玛依职业技术
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工文兼
备的国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面
向全国招生。
学院创建于 1956 年，建校
63 年来已培养五万余名服务于
祖国石油石化产业及地方经济建
设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 聚焦活动

我市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学雷锋”活动

让雷锋精神深入学习生活中
本报讯 （记者 陈晓丹 通讯
员 苏欣郁 尤美旨） 3 月是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为进一步
传承雷锋精神，让孩子从小培养
关爱他人、助人为乐的精神，我
市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
“学雷锋”活动，力求通过丰富
多彩的形式，把雷锋精神延伸到
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讲雷锋故事、学唱雷锋歌曲
…… 3 月 5 日，市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系列活
动。在小班，老师利用图片、小
视频等形式，给孩子们讲述了雷
锋的故事；在中班，老师结合主
题，开展了“请让我来帮助你”
活动，孩子们在实践中体验了集
体劳动和做好事的快乐；大班的

孩子则与老师共同观看了雷锋纪
录片，老师运用这形式，让孩子
们在情境中认识雷锋，引导教育
孩子们养成乐于助人、尊重他人
等好习惯。
市第十一小学在当天也开展
了学习雷锋系列活动。活动中，
该校各班开展了以“弘扬雷锋精
神 ，我为班级做好事”为主题
的中队会活动：有的班级观看了
红色电影 《雷锋》；有的班级学
唱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有的班级开展了“讲述身边的雷
锋故事”活动；还有的班级开展
了清洁校园活动等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让学生懂得了雷锋精神人
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第二小学则开展了“三月学

雷锋”活动。活动期间，该校利
用升旗仪式发出向雷锋学习的倡
议，并通过小雏鹰广播站，播放
有关雷锋的歌曲，为此次活动营
造了浓厚的氛围。
活动中，校内各中队围绕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主题，
精心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
的同学介绍雷锋生平；有的同学
讲述雷锋故事，畅谈学习雷锋精
神的感受；有的同学在看完介绍
雷锋的电影后，联系实际，表达
自己要争做小雷锋的愿望和爱心
计划。此外，校内少先队员在还
老师的号召下踊跃报名参加“学
雷锋见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在实验中学，各年级的学生
们也用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

雷锋精神。
在初中部，学生们为环卫工
人、协警、保安送去了自制奶
茶；擦拭了站台的椅子、标示
牌；开展了雷锋的生平故事竞
答。还有些班级，由老师和学生
现身说法，一个个贴近生活的事
例，让学生们懂得了雷锋精神离
自己并不遥远。在高中部，学生
们举办了爱心捐赠活动；前往孤
寡老人家进行慰问；开展了雷锋
精神辩论赛……
各学校教师表示，不同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在
学生中进一步弘扬了“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精神，传递
了正能量，有助于学生积极向上
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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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学插花
共庆妇女节
本报讯（记者 常钰君 通讯
员 苏文秀）3 月 6 日，北京师范
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康城校
区的食堂二楼摆满了一束束鲜
花和一个个花瓶，该校一百二
十余名女教师和学生共同上了
一堂插花课，提前庆祝“三八”
妇女节。
康乃馨、
紫罗兰、
非洲菊、
玫
瑰、
百合……十几种花草在老师
和学生们的巧手雕琢下各展风
姿，
或清新淡雅，
或色彩绚烂。
该校心理老师李宁第一次
学插花，
她感慨说：
“我们学校女
教师平均年龄仅为28岁，
成员大
多数都来自疆外。他们在实现
自己教育理想的过程中，
把家安
在这里，把父母接到这里，一个
大家铸就了一个个小家，
今天和
学生学插花，一起过妇女节，我
感到很温馨、
很值得。
”
语文教师王瑞说：
“ 娇艳欲
滴的鲜花和插花课让教师和学生
在紧张的教学中放松了下来。
”
高二（4）班的学生赵宁萱
将亲手插好的一束鲜花送给了
王瑞，她说：
“妇女节来临之际，
我也想用亲手制作的礼物表示
对老师的祝福，感谢老师对我
们的关心和照顾，祝老师身体
健康，
越来越美丽。”
据介绍，目前，北师大克拉
玛依附校女教师共一百五十余
人，占总教师人数的近四分之
三，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
属学校负责人为女老师们送上
节日祝福，并充分肯定并感谢
女教师在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负责人表示，北京师范大
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始终践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集团的“人·
爱·创新”核心价值。让老师们
感受到爱，才能传递爱，本次活
动不仅丰富了教职员工的节日
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有利于提
高师生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
水平，
促进情感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