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爱 所以爱
——记市“十佳社团辅导老师”、实验学校老师周金仙

通讯员 荆国琴

春节临近，派驻教育纪检
组对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加
强监督，工作部署早、动手快、
力度强，力争做到“五个到位”，
确保教育系统节日期间风清气
正。

一是部署落实到位。派驻
组召集辖区内5家部门主体责
任联络员部署了工作任务，学
习市纪委文件精神，明确各单
位责任，上下联动进行监督检
查。第二天就组织联合督查组
到学校进行明察暗访。

二是学习领会到位。市教

育局公开网上转发市纪委《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切实加强 2018 元旦春节
期间作风建设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学校认真学习通
知精神、学习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学习转发镇江市纪委通
报七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把精神传达到每位教职
员工。

三是警示教育到位。派驻
组夏蓉娥组长在全市教育系统
结束工作会议上，进行警示教
育。通报 2107 年度教育系统

信访查处情况，分析特点、原
因，提出防范要求。强调转发
镇江市纪委通报典型案例。要
求在座各位吸取教育系统违纪
的身边人身边事、镇江范围内
周边人熟悉事的深刻教训，认
真对照，反省自己人自己事，时
刻做到警钟长鸣，不碰红线，切
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

四是自查自纠到位。派驻
组要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有工
作方案、要有责任分工，对照文
件通知中16种情形，进行自查
自纠，每周上报自查表。节后

上报自查总结。
五是督查处理到位。派驻

组、教育局监察室将通过明查暗
访、随机抽查、部门联动开展作
风建设专项督查。督查各学校
学习贯彻文件会议精神情况，督
查作风建设落实在校长园长目
标责任状考核述职、民主生活
会、两个责任记实上的情况；督
查隐形四风问题，深入学校核查
账目，着力发现违规公务招待、
违规津补贴发放问题。一旦发
现问题，坚决严肃查处，确保督
查到边到沿，取得实效。

派驻教育纪检组：“五到位”确保廉洁过节!
通讯员 袁军辉 张金云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1月 17日上午，国家督导评估认
定专家组莅临丹阳，进行“全国中
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市、区）”创建工作实地核查。市
领导金夕龙、贺云华，及镇江、丹
阳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核查组专家听取了相关创建
工作汇报，观看了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宣传片，并就机制保障、队伍
建设、督导结果运用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现场问询和交流。检查组
还走进市督学工作室，详细了解
全市教育督导情况，并对照《实地
核查工作表》逐项查阅了账册资
料。在实地走访环节，核查组专
家抽取了五中、建山学校和正则
小学三所学校，检查了每所学校
责任督学公示牌悬挂情况，巡视
了校园环境，了解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工作现场，进行了教师访谈，
与责任督学一起深入课堂听课，

并来到责任督学办公室检查督学
办公条件、台账资料，对创建工作
进行了全面核验。

据了解，我市教育督导工作
起步早，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曾于2003年就被教育部评为“全
国教育督导工作先进集体”，2014
年3月起，中小学全面启动和推进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2015年9
月实现幼儿园全覆盖。在此基础
上，全市积极申报“全国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
区）”，2015年10月接受省级督导
考核，被评为江苏省首批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创新县。近四年来，
全市积极谋划、立足创新、乘势而
上、扎实推进，创新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体制机制，充实督导队伍，改
善督导工作条件，提高督导效能，
基本形成了具有丹阳特色的教育
督导框架格局，有力促进了学校
规范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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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公告
寒假即将来临，从

下周起，《教育周刊》休
刊，敬请周知。

本报讯 （通讯员 韩杏
芳）2018新年伊始，河阳幼儿
园一年一度的“小把戏课题
节”活动拉开了序幕。

这是河阳幼儿园省十三
五规划课题《“小把戏”的“小
把戏”——基于戴伯韬科学教
育观的科学小游戏实践研
究》自立项以来开展的第二
届“小把戏课题节”活动。活
动充分展示了孩子爱玩小把
戏，会玩小把戏的成果，进
一步促进了幼儿园特色发
展，提升了办园品位，使河
幼的孩子在科学游戏中幸
福、阳光、智慧的成长。

责任为先 服务为重 创新为魂

我市接受“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核查

河阳幼儿园举行
第二届“小把戏
课题节”

周金仙，实验学校一名普通
的美术教师，却在二十多年的教
学生涯中收获颇丰：先后成为镇
江民间艺术协会会员、丹阳市美
术协会、篆刻协会会员，近年来曾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剪纸作品展，
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

任何荣誉都是苦根上结出的
甜果，相信周老师也是尝尽了酸
甜咸辣，但她似乎从未觉得苦，哪
怕面临诸多困难都无怨无悔。

因为热爱刻纸，所以她心甘
情愿。

她从小就喜欢绘画和手工，
尤其爱好刻纸。刻纸是剪纸的一
种，操作起来尽是细微功夫，也是
极费眼的，虽然眼睛因此受过伤
动过手术，但她依然走在爱好的
路上，坚定执着。

从 1996年自学剪纸至今，已
有二十年了。早期剪些传统风格
的纹样，渐渐地题材越来越丰富，
不再拘泥于传统，现代的摩登姑
娘、花鸟鱼虫、树林房舍都化作了
她刀下的九曲回肠，弯弯又绕绕，
出来的便是一幅幅风格多样的作
品。在周老师手里，剪纸不再是
传统民俗的特产，她灵巧地把传
统工艺与现代题材结合，刻出来
的作品有了国画的味道，又有版
画的韵味，经装裱后挂起来，可简
约现代，可田园意趣，可古朴文
雅，也可庄重大气，宜室宜家。

这些都是因为这份热爱催开
出的绚丽花朵，更是她爱美寻美
展现美的见证。她说：“能通过自
己的手，一刀一刀刻制，一点一点

变美，看看都是一种享受，都是一
件很有趣味的事。”爱美之人寻起
美来，身心都是愉悦的。业余时
间，只要有空，就是上网查资料，
关注微信公众号；只要有新的东
西出现，她都要去尝试，不断摸
索，不断练习，不断完善。她还学
习刻印，练习书法，把它们融入到
刻纸这门工艺上，转换出不一样
的审美，达到更丰富的效果。

刻纸是一项技术，更是一门
艺术，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只有
用心去做，美才会自然流淌。周
老师不仅仅是在刻纸，更是在创
意，从取材构思到画面布局，她想
要完全创作自己的作品。不单是
一幅图案、某种动植物，她想要叙
述一个故事，塑造一个意境，传递
某种情感。所以它看似简单，只
是纸与刀的游戏，但若不是耐心
细心之人，是做不来的。

能静心的人是最美的，能用
心的人才会有收获。2017年，她
的剪纸作品被教育局作为友好礼
品馈赠马来西亚学校，2015年她
被评为丹阳市首届“能工巧匠”型
教师，2017年被评为丹阳市首届

“十佳社团辅导老师”……
周老师是学校的一名美术老

师，也是剪纸和篆刻社团的辅导
老师，辅导的过程就是分享美、传
承美的过程。

因为热爱这些学生，所以她
竭尽所能。

她把独特的美术理念融入课
堂教学。她觉得美术课不仅仅要
培养学生的技能，还要培养学生

的观察、记忆、想象、创造等形象
思维能力，特别是培养学生对自
然美、社会生活美、艺术美的感
受、爱好和审美能力，成为其自身
修养的一部分，伴随学生终生。
在学校“三自”理念的引领下，每
学期的美术“欣赏、评述”课中，周
老师从不直接给学生单纯的阐释
讲解，而是让学生通过课件或者
书本了解和欣赏作品，并参考书
本作品旁简单的文字说明自主读
画，把读画当作静态的“画展”来
参观。于是学生缩短了与欣赏内
容的距离，初步了解了作品的背
景，用心体悟到了画家的情感，从
而产生了欣赏的兴趣。尤其让学
生兴奋的是读画后用自己的语言
发表自己对欣赏作品的感受，在
相互讨论或分组阐述中，学生收
获了快乐和自在。

她把独特的绘画方法融入学
生心间。在绘画技能练习课中，
周老师觉得每个学生都是聪明可
爱的，只要用心去画的，都是好的
作品；只要能把自己的想法表现
于画面的，就是成功的尝试。如
果学生的作品能让自己满意，能
让观者感同身受那更是好作品
了。她要求学生不仅是单纯的临
摹，还能以命题为主作画，或者改
画名家作品画，鼓励学生把自己
的想法画进画面，这样能培养学
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
自己的个性。七年级学生欣赏完

“古代花鸟画”之后，周老师让学
生临摹古代画家的花鸟画，能表
现自己的创意更好。于是在课堂
练习中，学生的思维变得活跃了，

即使临摹的同一只鸟，他们也给
它画了不同的背景，涂了不同的
颜色；同一条鱼也有了不同的表
情，朱耷的悲苦的鱼，在学生的画
作里竟然笑意盈盈，甚至还穿上
了花T恤、戴上了围巾……

她把对美的追求传承给了学
生。周老师的美术课堂别具一
格，她的社团课因此深受学生喜
欢。剪纸和篆刻都没有现成的教
材和教参，每次周老师都要预先
上网查阅资料，挑选自己认为满
意的材料，再改编成适合学生学
习的校本教材。这些练习内容，
会因人而异，会因学生技能掌握
情况不同，给学生准备的练习内
容也不同，特别是剪纸图稿，几十
个学生练习作品内容都不同，有
的图稿要根据学生技能作改动，
制作大图稿的作品，还需要复印
再放大。虽然这些工作繁琐耗
时，有时忙得腰酸背疼，但是看到
学生们专情于手工，专注于课堂，
她浑身的酸痛早已烟消云散。

学校社团课是每周一节，有
些特别喜爱社团课的学生已经不
满足于这点学习时间，经常放弃
午休时间，跑来美术室找到周老
师练习剪纸或者篆刻，走时还要
带些图稿周末回家继续练习。此
时的周老师克制住瞌睡虫的打
扰，面带微笑，悉心指导，与孩子
们一起投入到追美的世界中。每
次他们走时，她都会一再嘱咐不
应该因兴趣爱好而影响学业。看
到学生对传统文化这样的喜爱和
坚持，周老师“为伊消得人憔悴”
又何妨？

遇到学生参加比赛准备作品
时，辅导老师需要准备的工作更
多：精心挑选比赛内容，网上查
阅、参考、修改，进行初步的图稿
设计，需要量身定制，花的时间更
多。设计内容准备好了，让学生
选择喜欢的比赛内容，再自己作
变动，最后再动稿练习。就这样，
周老师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往往
还要挑灯夜战，加班加点。每次
比赛前，周老师脸上的黑眼圈格
外明显，但她依然乐此不疲。“只
要学生喜欢，我做这么一点辅助
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对美的喜爱
有了传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在老师的带动和影响下，学生们
虽然辛苦，却从未退缩，相反，多
届学员诸多作品在各级比赛中都
能获奖或者发表于书刊。

周老师信奉的一句话是：福
在简淡，寿始释怀。只要心是静
的、净的，简单就是幸福。这句话
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周老师的人生
境地。

二十年前，兴趣为她打开了
一扇门，牵引着她从容而行，为平
凡的事物赋予另一种美感；而对
美的执着追求又引领着那些爱好
手工的学生们展翅腾飞，在梦想
的天空中不断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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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脐橙吃了都说好

现在正值脐橙成熟的季节，丹阳报团推出新鲜的赣南脐橙，
保证每位吃货都可以抢到新鲜的赣南脐橙。丹阳报团销售的赣
南脐橙价格6元买500克，满60元市区免邮费。

脐橙品质优良、小籽多汁、色泽鲜艳、光滑。橙子浑身是宝，
不仅橙子的果肉美味酸甜，多汁可口，橙子的果皮也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脐橙含有大量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有助于抑制致癌物
质的形成，还能软化和保护血管，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降低胆固
醇和血脂，降低患心脏病的可能，预防胆囊疾病。（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农产品专区
乡下菜籽油开卖

菜籽油就是我们俗称的菜油，又叫油菜籽油、香菜油，是用油菜
籽榨出来的一种食用油。菜籽油色泽金黄或棕黄，香味浓郁。丹阳
报团开始销售乡下菜籽油，包装规格分别为2.5千克和5千克装，每
500克仅售12元，丹阳市区包邮，现农村不支持送货。（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新鲜大青芒来袭

本期丹阳报团推出新鲜大青芒 10元 500克。大
青芒个头圆润饱满，1个约重 1千克，口感酸酸甜甜，
超甜多汁，没有纤维、没有丝，口感光滑细腻，当季最
好吃的芒果，百吃不厌，好吃到爆，你值得一试。

购买 3斤丹阳报团包邮，上午 10点前下单，城区
当天即可送达。（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黄心猕猴桃 一盒也包邮

丹阳报团推出黄心猕猴桃，表皮光滑少毛，果肉
金黄，口感超甜，香气独特，有一股蜂蜜的甜香味。每
盒25~27个，90元/盒，买一盒就包邮。

黄心猕猴桃果肉细嫩、香气浓郁、口感香甜清爽、
酸度低，营养丰富，健康无污染，为所有猕猴桃种类中
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种。轻轻咬一口，颗粒细小的果肉
在舌尖蹭来蹭去，爽滑极了！此外，猕猴桃营养丰富，
不仅是中老年人良好的补钙剂，还能调节血糖，对预
防心血管病也有奇效。（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美国无籽红提18元/500克

美国无籽红提好吃得让你停不下来，美国无籽红
提清脆爽口、皮薄肉厚，清甜滋味令人回味。

红提个头大，无籽，颜色红润，果肉饱满、口感脆
甜，洗过后放入盘中，外表湿润、清亮透彻，紧实的果
肉呼之欲出，一串重约2千克。

丹阳报团推出美国无籽红提18元/500克，买2千
克丹阳报团还包邮哦！红提平均单粒重 10克左右。
（王渊）

购买方式：只限丹阳报团淘宝、微信店下单
咨询电话：0511-86983129 13912814506

文化产品碰撞“互联网+”
开启新天地
——丹阳非遗名品店线下展示馆即将开馆

如今，人们的衣食住行是越发离不开网络，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还给很
多传统行业注入了鲜活的因子，产生了新的动
能。丹阳非遗产品、字画就和现代的互联网擦出
了火花，听着就够新鲜吧，一起来见识下。

丹阳非遗名品店（淘宝店）是丹阳市委宣传
部特别授权丹阳日报经营的淘宝店铺，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试运行。其主要经营乱针
绣、赵军二胡、剪纸、木（竹）雕、烙铁画、恒
升酸醋等丹阳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经过多
年的运营加入了字画作品。丹阳非遗特产名品
（淘宝）店入驻非遗项目20多个，成为我市范围
内规模较大的网络非遗主题展馆，现已经成立线
下展示馆，展示馆位于陵口电商创业园内。

为了满足更多丹阳本地人能够欣赏到丹阳本
地的文化产品，为此丹阳非遗名品店（淘宝店）

已经开设线下展示馆，展示馆有非遗产品、书
法、绘画作品，这些字画出自殷农、余康宁、徐
长生等多名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之手，每一幅作品
都是名家精心绘制、书写，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乱针绣作品都是来自丹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大师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品，作品
线条粗犷不乏细腻，在细节方面衔接相当到位，
从远处欣赏大气磅礴，近看每条线清晰可见。

每幅作品都有防伪标签哦，亲们，如此“高
大上”的大师出品，千万别错过！（更多产品可
到展示馆参观）

丹阳非遗名品店（淘宝店）现诚邀更多丹阳
非遗名家、书画名家加入我们，一起为丹阳文化
事业出一份力，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作品！

咨询电话：86983129 13912814506

扫二维码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