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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出国门 远赴非洲支教

2017年 11月 6日，王振芳与郑州市
商业技师学院的一名援非教师来到北
京。经过 3天的安保培训后，正式踏上
了前往肯尼亚的支教之旅。此次王振芳
支教的项目是肯尼亚的师资培训，旨在
为肯尼亚提供“中国标准的职业技能培
训整体解决方案”。

肯尼亚常年 30℃的高温，人站在户
外几分钟皮肤就会被晒得生疼。王振芳
支教的学校在沃伊镇，地理位置相对偏
远，住宿被安排在距学校十几分钟路程
外的一所酒店。他告诉记者，房间配备
一台风扇和蚊帐，这个配置已是当地的

“豪宅”。“那边的蚊虫很多，身上总是会
被莫名叮到，奇痒难忍。”王振芳说。

除了要适应当地的居住环境，王振
芳和同行人员更要注意安全问题。当地
人告诉他们，虽然当地局势稳定，但他们
也不要轻易外出。尤其晚上，就连当地
人也不会外出。“晚上可能会遇到野生动
物袭击，我们除了去学校上课，剩下的时
间就是在酒店备课。”王振芳说。

克服困难 一人备9门课程

此次支教为期 5个月，要为 24名当
地教师培训13门机电类核心课程，还有
各种设备的实训操作。13门课程中，有
9门由王振芳负责教授，一周 20节课的
压力可想而知。

“课程确实很满，所以教学能力必须

要过硬，让学生信服，这是保障。”王振芳
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教师虽然大
多都有笔记本电脑，但每一堂课都会认
真做笔记。端正的学习态度，也让他感
到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每到周末，王振芳都会把时间用在
备课上。“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克服
一切困难，尽可能为听课者提供更多的
帮助。我代表的不但是我的学校，更是
我的国家。”王振芳说，来到肯尼亚就要
将自己的学识、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的
传授给非洲朋友。

支教结束 结下深厚友谊

虽然支教条件有限，王振芳也会在
课余时间与当地教师互动联欢。短短5
个月的时间，虽然语言不通，他们却会用
眼神来传递信息。“他们那种肯定的眼神
我能感受到，是对我的一种鼓舞。”王振
芳说，他们会唱当地的拍手歌，他也教教
师们几句简单的中文。有一次周末，他
们还邀请了当地教师来到酒店，下厨做
了顿中餐。

今年 3月初，一位当地教师因患大

脑炎突然离世，由于路途遥远，王振芳没能
参加葬礼，托其他教师带去了慰问金。“这
种病要是在国内可能不会这么严重，这更
加坚定了我支教的信念。”王振芳说。

今年春节，是王振芳参加工作 27 年
来，第一次在他乡过节。“其实挺怕出远门
的，当地的路况确实不好。”王振芳告诉记
者，在唯一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路上，
他们颠簸了 7个多小时，才与其他赴肯人
员汇合。大家一起包着饺子，互祝新春快
乐。

当王振芳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通
话时，母亲的一句“好好干”，他顿时泪流满
面。为了能让王振芳安心支教，家人并未
告知他叔叔的离世和医院曾给他父亲下过
病危通知书。王振芳告诉记者，正是家人
和校方的全力支持，让他心无杂念，顺利完
成了支教工作。

在支教结束之际，他与当地教师的友
谊也愈发深厚。不仅收到了经济条件有限
的教师们的送别礼物，还亲手种下了“友谊
之树”来纪念这段时光。“虽然支教的日子
每天都很累，但也很快乐。”王振芳说，临行
前他还与当地教师互通了邮箱，如果对方
有需要，他还会继续提供帮助。

27年学识倾囊相授，助力非洲教育

邢台教师王振芳支教肯尼亚

■本报记者 杜明

“走出国门支教，分享

自己多年的企业实际操作经

验和学校教学经验，是我的骄

傲。”45岁的王振芳是邢台技

师学院自动化学院一名普通

教师。2017 年 11 月，作为援

非教师的他，来到了肯尼亚。

本报讯 “乡亲们，开饭喽！”4月21
日，隆尧县隆尧镇东河村村民刘学忠为
女儿操办婚事，随着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李宽平响亮的招呼声，前来向刘学忠贺
喜的亲朋好友齐聚村文化广场，围坐一
起有说有笑，吃着香喷喷的大锅菜。

“这样操办婚事真好，不仅干净卫
生，还能节省一大笔开支。我大概算了
算，这样办婚宴省了5000多元。”刘学忠
高兴地说。

据悉，东河村村委会筹资建立“廉政
大锅台”，规定党员干部带头，婚事统一
在村文化广场，请客一天半，取消酒席只
做大锅菜。“年前，经村红白理事会和村
两委共同研究商定，成立了一支专门为
乡亲们办婚事提供服务的炊事班队伍，
食材由事主提供，炊事班负责做饭，所需

桌椅和炊具一律由村委会免费提供。同
时，为积极响应环保新措施，我们村在文
化广场还特别安装了两个清洁炉灶。”李
宽平说，在村文化广场办婚事招待亲
朋，即有效遏制村里红白事大操大办现
象，还避免了食材浪费。同时，事主不
用再雇炊事班和租用炊具，即节省了人
力、物力又节省了开支，可谓是“一举三
得”。

“在这么气派的文化广场办婚事，村
里还给咱免费提供桌椅板凳和炊事班，
即让咱老百姓省了钱，婚宴办的又体面，
俺们村的移风易俗新风尚真是‘暖心’到
家了。”村民李中华兴奋地说，下个月他
女儿结婚，他也选择在这里为女儿操办
婚事。（本报记者 冀文龙

通讯员 潘志方 贾静）

办婚宴取消酒席只做大锅菜
隆尧东河村有个“廉政大锅台” 本报讯 4月 23日上午，为适应新时

期卫生计生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使药具
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晏家屯镇
卫计办、计生协在镇人口学校对村送药员
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

培训内容有药具报告单填写规范以及
药具使用和不良反应的处理、药具咨询与
随访技巧等知识。

此次培训，使送药员能更好的指导育
龄群众使用药具，提高育龄群众的生殖健
康水平。 （孟立云）

药具培训

持续3分钟，单手拍篮球，而且还不能拍跑了。让
大人都觉得有点难度，可孩子们却说“小菜一碟！”在4
月25日市一幼举行的春季运动会上，激烈、有趣的拍
篮球比赛赢得阵阵掌声，让评委和家长们刮目相看。
拍球不仅能促进孩子手眼动作的协调，增强体质，而且
能促进左右脑的平衡，培养孩子的耐力、坚持性等良好
的品质。 （曹英莉 摄）

图说新闻图说新闻

为更好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校园周边交通环
境，4月25日上午，幸福源小学特邀桥西区第二大队的
交警以《文明交通进校园》为题，进行了安全教育讲
座。姚警官一边引导学生观看纪录片，一边为学生讲
解违反交通法规的危害性，一个个真实案例敲响了交
通安全的警钟。 （高庆贤 张娣 马新芳 摄）

日前，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学
点”落户北小庄乡白杨庄村，为凌霄寿桃果农教授种植
技术，为促进北小庄乡农业产业发展增加新动力。

(白杨 摄）

为落实“阳光体育”活动要求，全面锻炼学校师生
的体质，活跃学校文体生活，培养学生竞争协作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日，临城县在东镇
中学举行了中小学生广播体操评比展示活动。

（王永周 单素克 摄）

本报讯 喝了瓶啤酒，发生事故后
怕对方报警，于是把女司机“训哭”后驶
离。记者昨日从市开发区交警大队获
悉，肇事司机李某将按肇事逃逸受到多
项处罚。

3月 25日 21时许，孙某驾驶轿车行
驶至中兴东大街高速桥下向右变更车道
时，与同方向右侧相邻车道行驶小型轿
车相撞。对方司机下车责怪训斥她后，
就开车驶离现场。民警接警后赶到，孙

某哭着描述了事故发生经过。
民警按规定履行完法律程序后，到

周边调取监控，发现肇事车辆曾返回事
故现场。经过再次勘查确认，民警第一
时间调取车辆所有人信息，与车辆所有
人取得联系，并要求其两小时内到案。
但是，车主称是其朋友驾驶的他的车辆，
他会通知他朋友到案的。然而，当事人
没有按照民警要求到案。

随后，民警多次口头传唤肇事司机

来处理事故。近日，司机李某终于到交警
部门自首，并对违法的事实供认不讳。李
某说，当晚喝了瓶啤酒，发生事故后怕对方
报警，下车训斥了对方几句后就驾车离
开。但后来想想这样做不对，又开车返回
现场，发现民警已赶到，吓得他又开车逃
离。

根据规定，李某将面临两车损失，罚款
2000元，记12分，拘留15天的处罚。
（本报记者 侯东杰 通讯员 李建林）

两车相撞 男司机“训哭”女司机后逃逸

声明
梁波不慎丢失河北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1
张，医疗机构：邢台医专
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时
间：2017 年 2 月 27 日到
2017 年 3 月 13 日，票据
号 ：004590148，金 额 ：
8326.61 元，开票时间：
2017 年 3 月 13 日，声明
作废。

声明
邓华尝不慎将驾驶

证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
13053119911209231X）
，声明作废。

声明
刘敬改不慎丢失河

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收
费票据 1 张，住院时间：
2018 年 3 月 22 日 到
2018年3月29日，金额：
9703.48 元 ，票 据 号 ：
004060770，开票日期：
2018 年 4 月 14 日，声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