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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家全 何国庭）不
久前，廉贻小学召开了别开生面
的期中家长会。本期家长会分年
级段召开，千名家长进校到班，通
过互阅孩子试卷、作业、读书笔
记，分享亲子共读、家风家教心
得，表彰期中“勤学之星”，宣讲教
育领域专项治理、安全教育、疾病
防控和评教议教等环节，进一步
确立正确的育人观和成才观，进
一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共同
抵制教师有偿补课和向教师送礼
品礼金等不正之风，优化教育生
态。

家长会期间，市教育督导室
责任督学走进校园，宣讲全市教
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动员部署会和专
项治理《实施方案》精神，从“不跟
风，不盲从，理性对待社会培训机
构”“重日常，重过程，配合学校深
化素质教育”“多沟通，多协作，营
造健康纯洁家校关系”等几方面，
与家长面对面、零距离，旗帜鲜明
地表明态度，向家长提出具体建
议，也对学校和教师提出要求。

会上，学校发放了家长评议
学校和评议教师卡，从“是否经常
与家长联系、沟通，真诚交流，互
相理解和尊重”“是否关爱学生，
不歧视和体罚学生，获得学生的
喜爱和尊重”“是否清廉从教，无
有偿家教、留学生吃住收钱等不
当行为”“上课是否面向全体学
生，因材施教”“作业是否适量，难
易适度，形式多样，批改及时、认
真、规范”等八个方面对各个任课
教师进行了无记名测评。

家校同心，气正风清。廉贻
小学将认真进行自查自纠、源头
防范、长效管理，立师德、塑师表、
铸师魂，进一步营造良好育人环
境，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廉贻小学家校
同心优化育人
环境

曹燕妮 何建华 徐良观

一个行走完全靠轮椅、下肢高
位截瘫的青年,如今竟然扔掉轮
椅，开上了汽车，走出了家门，看到
了外面的精彩世界，这真是个奇
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南沈
灶镇贾坝村二组的王古青。

今年 30岁的王古青在一次工
伤事故中，胸椎5节以下完全失去
了知觉，终日与轮椅为伴。但他也
想和别人一样，能驾车旅行，走出
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问遍自
己能打听到的驾培中心，就是没有
考C5驾照的驾校。去年他荣获盐
城市“十佳远教电商创富之星”，去
盐城市接受颁奖时，他向一位采访
过他的盐城电视台记者吴幸运打
听，哪里的驾校可以学 C5 牌照。
这位热心的记者还真把这件事放
在了心上。小吴记者到处打听，终
于打听到了盐城宏光驾校可以考
C5驾照，吴记者带着他去驾校，从
报名到体检、缴费等，都是吴记者

一路陪同完成的。
一个瘫痪者去盐城学开车谈何

容易，乘中巴上车下车困难，县城
的火车站更是上不去。只能选择
打车，每趟要收400元，来去次数多
了渐渐感觉到难以承受。就在为
路费犯愁的时候，在盐城遇到一位
好心的出租车师傅，这位师傅每趟
只收他200多元。每次直接从盐城
来接他，学完了再把他送到南沈灶
镇贾坝村的家里。为了尽量节省
开支，他只想考虑价格比较便宜的
小旅馆，可是又担心空间狭小行动
不便。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惊喜，
驾校附近的一个家庭旅馆完全打
消了他的顾虑。这个家庭旅馆对
他这个残疾人很是照顾，不仅提供
了必要的生活用品，而且每昼夜只
收50元。王古青在这批学员中是
残疾程度比较严重的，他非常珍惜
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所学的必考科
目全都是一次性通过。驾照到手
后，他打算买车，那位接送他的好
心出租车司机帮他打听车子的价

格、选择车型、帮助砍价，车子到手
后又帮忙开到他家。

学会了开车，犹如为王古青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汽车让他更轻
松地接触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使他
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和热情，精
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他特意
花3000多元买了一张能速拆的轮
椅，外出时带上车，下车时安装好
可以代步。

为了这一天，他这个瘫痪青年
整整花了十年。曾经的梦想一点
点变成了现实。

会开汽车了，王古青的路可以
走得更远了，他第一次开车带着父
母到黄海森林公园、永丰林生态
园、条子泥风光带逛了一圈，领略
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同时陶冶了
自己的性情。如今，他对自己的家
庭农场更有信心了。生态饲养羊、
猪、鸡、鸭、鹅，有机蔬菜生长全程
视频对客户播放，越来越多的客户
成了他的好朋友。

从坐轮椅到开汽车的蝶变
——瘫痪青年王古青学习汽车驾驶记事

本报讯（记者 张莉琳 通
讯员 顾俊生)近日，建行东台
支行组织全行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前往市检察院警示教
育基地，以“听、看、悟”等形
式，面对面地接受了一场生
动的反腐倡廉教育。

在警示教育基地，党员
干部们认真参观了“时代强
音”“反腐历程”等图文展，观
看了相关视频，听取了典型
案例介绍，借助多媒体手段
了解历史上的清官廉吏事
迹。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照
片，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一段段声泪俱下的忏悔纪实
影像，一则则发人深省的真
实案例，一张张“荣”和“辱”
的鲜明对比图，让参观者们
深受触动和教育，切实感受

“廉贪一瞬间，悲喜两重天”，

在思想上得到了净化，心灵
上经受了洗礼。

“触目惊心，很受震撼！”
参观活动结束后，建行东台
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宋华感
受颇深，“作为党员干部，必
须严以律己，洁身自好，履职
尽责，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
止。”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
以反面典型为鉴，吸取教训，
时刻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
筑牢思想防线，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
到合规履职、奉公尽责、按章
办事，廉洁用权；以先进文化
的力量，惠人心智，启迪灵
魂，提升境界，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为新
时代金融事业创新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一堂生动的反腐倡廉教育课

仲汉群 王琳官 朱霆

在梁垛镇中联村，村民们只要
提起该村党总支书记柳亚青都会竖
起大拇指，夸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
好书记。

近年来，作为老区开发促进会
会员的柳亚青，积极参加市老区开
发促进会梁垛镇分会组织开展的为
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赛三

事”活动，积极作为，默默奉献，想
方设法为村民排忧解难。

柳亚青助人为乐，关心困难群
众，乐于伸出援手，解除他们的燃眉
之急。十一组有一户困难户建房急
差钱，他捐款5000元。二组有一户
五保户因病致贫，他捐款5000元。
有一个失智村民治病缺钱，他捐款
5000元。

今年 8月，一组徐旭兰老太猝

死，家里人要办丧事，因家庭经济拮
据，急得愁眉苦脸团团转。柳亚青
获悉后带头捐款500元。在他的影
响下，村主任张芳、村会计陶凤鉴分
别捐款300元和200元。由于村干
部带头，村民们一下子捐款 13000
多元。

在每年10月份“敬老月”期间，
村里都要召开老年工作表彰会。为
了顺利开好表彰会，柳亚青每年都

自掏腰包 1500元用于表彰会购买
荣誉证书和奖品，至今年已有7个
年头，累计支出一万多元。

柳亚青支持村里基础设施建
设不遗余力。近年来，村部建幸福
小广场，他捐款25000元。一、二、
四组建水泥路，他捐款 28000 元。
据统计，柳亚青先后为村里困难群
众和村公益事业发展，捐款7.75万
元。

热心公益的村书记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徐
海琴）为普及民族戏剧优秀曲目，
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学
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戏曲文化的博
大精深，近日，溱东镇组织文化合作
社的戏曲演唱者来到溱东镇学校，
为孩子们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
大餐，受到孩子们热烈欢迎。

活动伊始，学生们排着整齐的
队伍通过一块块戏曲知识展板对

中国戏曲的起源、种类、特点等知
识进行了学习。随后，一曲黄梅戏
《天仙配》经典选段《夫妻双双把家
还》拉开了“戏曲进校园”主题活动
帷幕。演出现场，越剧《劝黛》、淮
剧《探月思亲》、锡剧《前园会》、京
剧《梨园颂》等经典戏曲韵味十足，
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

“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经典
戏曲曲目进校园是对学生们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文化自信的
培育。”溱东学校校长吉斌说。为
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喜
爱，镇少年宫的孩子们还上台表演
了民俗鼓舞《张灯结彩》和舞蹈《杨
柳青》。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看
得目不转睛，在充分感受艺术魅力
的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知识视
野。

戏曲文化进校园受到欢迎

近日，许河镇工作人员走进
各单位、部门及商家店铺，发放倡
导绿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倡议
书，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许翰文 沈婉君 摄

三 仓 镇 大 力
推进园区路道、下
水道等基础设施
建设，同时配套绿
化、美化、亮化工
程 ，优 化 园 区 环
境，提升园区项目
承载力。图为园
林工人正搬运桂
花树准备栽植。
王灿侠 沈永红摄

记者 朱江
通讯员 杨广茂 曲彩鑫

近日，市司法局联合市
人民检察院成功举办第四
届检察官和律师辩论赛。
活动通过丰富的内容和新

颖的方式，进一步织牢我市
检察官与律师交流学习的
纽带，提升了控辩水平，向
社会各界展示了检察官与
律师的职业形象，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我市举办第四届
检察官和律师辩论赛

本报讯（袁忠林 丁浩
夏素红）12月 3日下午，苏
宁易购头灶店总经理朱国
进率领全体员工，来到头灶
镇曹敬老院，对全院 100
多名孤寡老人进行集中慰
问。

活动期间，朱总一行不
但给老人们送上了鱼、肉、
水果和奶茶等慰问礼品，而
且还走进敬老院食堂、老人
宿舍等，逐一看望生活在这
里的孤寡老人，送去对老人
的拳拳爱心和深深祝福。

在活动室里，朱总一行
看到老人们有的在听音乐，
有的在打扑克，十分开心地
说：“这才是神仙过的好日
子”。

一位老人紧握着朱总的

手久久不愿松开，他说：“你
们都是有爱心的好人，来看
望我们，还给我们送上这么
多好吃的食品，真不简单
啊。”

据知情人介绍，今年34
岁的朱国进是头灶镇中渠
村人，在东台市区拥有格力
专卖店、圆迈体验馆等多个
门店。他创业有成后，每年
都要捐出善款帮助困难人
群，用拳拳爱心反哺家乡父
老，被知情人传为佳话。

在现场，朱总说，这是他
第一次走进敬老院，给老人
们奉献自己的爱心，他希望
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
志同道合的人能与他一道，
共同为家乡人民生活得更
好，尽一份心力。

拳拳爱心敬孤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