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唐菀滢 组版：孔美霞 校对：木子

DANYANG DAILY

版01

Education Weekly

丹阳市教育局 丹阳日报社联合主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从科教兴市战
略高度确立新时期丹阳教育发
展的地位和目标，高举教育现代
化旗帜，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丹阳
教育。支持教育，助力教育。优
先规划布局、优先教育投入、优
先出台文件、优先安排编制，部
委办局联动，镇区政府施策，社
会各界响应。党以重教为先、政
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尊
师重教风尚为教育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一系列举措表明了
市委、市政府优先发展教育的决
心。

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基础上，
市教育局抓紧新建和续建项目
建设，以实施“丹阳好老师行动
计划”为抓手，依托师德建设“立
德工程”、青年教师“青蓝工程”、
拔尖人才“领航工程”、教师培训

“助力工程”，有序打造一批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人才。
截至目前，我市有 1人入选央视
最美教师评选，2人被评为教授
级中学高级教师，3人被评为省
特级教师，21人在省级基本功大
赛和评优课中获一等奖，13人被
评为镇江市各学段十佳教师，61
人评为镇江市学科带头人，340
人评为镇江市中青年教学骨
干。拔尖教师数量名列镇江第

一，全省前列。
今年，我市整体教学质量水

平实现了新突破。坚持“立德树
人”理念，以“办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育”为目标，大力营造学校以
教学质量为中心，教师以专业能
力为根本，学生以核心素养为追
求的校风、教风、学风，为实现教
育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精准施
策，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一些教
育热点难点问题得到逐步解
决。今年，我市高考实现历史性
突破，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位次
前移。据了解，在 2018 年高考
中，我市本一达线 1160人，本科
率95.15%；镇江文理科前10名我
市有 9名，文科第一、第二名，理
科第二、第三名均在我市；全省
前 100 名考生中，我市理科有 3
人，文科有 6人，2人进入全省前
10 名，1 人获江苏省文科第一
名。省丹中 12 人进入北大、清
华，322 人录取“985”“211”大
学。3人录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航空大学。对口单招 89人达
到本科线，达线人数占镇江的近
一半。1 人获全国技能大赛金
牌，3 人获全省技能大赛金牌。
这些成绩取得，是全市人民和社
会各界倾力支持教育的结果，更
是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锐意
进取、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结

果。
以内涵发展为特色，以品牌

创建为推进，打造丹阳教育新形
象，丹阳教育实力增强，魅力绽
放。接受教育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调研、承办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座谈会并作交流发
言……这一年，是我市教育事业
发展蒸蒸日上的一年，成功创成
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市、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
范市；积极争创“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试点县”，1名女足运动员
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一批学校
在全国、全省体育比赛中摘金夺
银。据区域教育现代化水平省
级监测数据显示，我市监测数据
为 93.82 分，比上年增加 2.2 分，
排名进入全省前六位。在镇江
对丹阳市政府教育考核中，我市
获得 96.1分，列镇江第二。在我
市千人评优质服务部门，教育系
统六个单位上榜，占到全市一
半。社会各界对教育评议满意
度达到 97.08%。教育系统在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中被授予有功
单位。

我市还评选出了“高考政府
特别奖”，省教学比武一等奖获
得者、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省特
级教师，“李氏教师奖”，四有教
师模范、镇江市丹阳市十佳教师

代表，45名教师还获得了“榜样
的力量”称号，这些教师有的在
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人才方面成
效显著，有的在拔尖创新方面做出
了贡献。他们用爱心与学识开启
了学生的智慧，用先进的理念、优
质的服务赢得家长的满意，以精湛
的业务与无私的奉献获得了社会
的尊重。这些荣誉的评选，既是对
教师工作的肯定，也是在教师中树
立“榜样”，以他们高尚的品德带动

其他教师，为丹阳的教育事业奋斗
终生。

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弘
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教师们将继续实干出业绩，聚精
会神抓质量，优质惠民树形象。
丹阳教育将以前所未有的坚定、
自信和激情，团结实干，持续发
力，全面推进丹阳教育高质量发
展，向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目标奋进！

榜样示范凝聚力量 共促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菀滢 通讯员 袁军辉

7日上午，市领导黄春年、金夕龙、贺云华、黄俊杰、陈建红一行走
访了省丹中、华南实验学校，慰问了在一线辛勤耕耘的园丁们，倾听他
们对全市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通讯员 袁军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7
日下午，丹阳市高三工作会议
在教师发展中心召开。市领导
金夕龙、贺云华参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夕
龙在会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今年高考丹阳取得的优异成绩
表示祝贺，向全市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面对 2019 年的高考工作，
金夕龙希望教师们继续发扬优
良传统和作风，提高教书育人
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目标，形
成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
的教育合力，加强个人自学、
同事互学、走出去学习，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在备课、上
课、尖子生培养等方面做到创

新创优。
2018届全市高三工作做到

了精心谋划、科学决策，各学校
群策群力、克难奋进。面对新形
势、新要求、新挑战，市委教育工
委书记、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文华表示，高考优异成绩的取
得归功于广大高三一线教师的
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他希望全

市高中学校在高三领导工作上
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教学研究
上要虚心，在优秀生的培养上要
重视学法的指导，在质量分析上
要有问题研究的意识，在后勤保
障上要管理精细、服务贴心，振
奋精神、团结实干、持续发力，用
新佳绩书写丹阳教育的新篇章。

会议还对 2018年全市高考

质量进行分析，对 2019届高三
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部署；丹
阳市第六中学、吕叔湘中学、
第五中学、省丹中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交流发言；对 2017 年~
2018学年度“丹阳市高三优秀
备课组”“丹阳市高三工作先进
个人”进行了表彰。

吹响备战2019年高考的号角

我市召开高三工作会议

老师，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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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马达、电池、线路……这些词语
对于小创客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但是对于
第一次接触的小记者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
和好奇。如何把这些材料现场利用起来做
成神奇的小陀螺？这不，一场别开生面的

“神奇的小陀螺”创客小课堂在实验学校开
始了，来自贝乐机器人俱乐部的辅导员们
带领着实验学校 50余名小记者共同体验
了一回科技的魅力。

“请问同学们，你们能列举出生活中的
机器人么？”辅导员魏老师提问道。“我知
道，我知道，我们身边有智能手机、扫地机
器人、遥控器……”小记者李遵孝举手回答
道。“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对，在飞速发展的
科技时代，机器人进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已
不是遥远的事了。今天的活动内容以构建
认知、实际操作为主，包括学习简单的二级
加速原理，搭配马达、结构特点暨如何操控

运作等知识，并带领大家运用模型配件搭
建‘小陀螺’”。

考虑到大部分小记者第一次接触机器
人，魏老师开始并没有着急把机器人相关
的零件和设备分发给大家，而是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起了知识点。魏老师首先通过
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小记者们介绍了二级加
速的原理以及在生活中哪些地方有所体
现。现场互动也很积极，不断有小记者主
动举手提问题，甚至有一些女生还表现出
了想要动手试一试的冲动。终于轮到小记
者们一展身手的环节，由于程序复杂，需要
分组搭档完成机器人的搭建，只见小记者
们在领到零件后一步一步按照老师的讲
解，并相互协助动手完成二级加速组装。
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小记者对科学知
识的渴求，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到了小记者
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到了最后的测试环
节，看着和队友一起搭建的小设备，由零散
的模块到动起来的小陀螺机器人，小记者
们激动得手舞足蹈并感受到了满满的成就
感。小记者胡鑫洋说：“通过这次小记者机
器人活动，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了我们的动手创造、协作能力和团
队进取精神。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期待
之后新的机器人课程。”

实验学校小记者
“机器人”课堂初体验

本报记者 姜丽敏 通讯员 周玲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姜丽敏）近日，
在丹阳八佰伴负一楼中庭来了一群摆摊的
小主人，他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找到自
己的位置，铺开毯子，摆上货，正式吆喝开
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图书全场 5元
起”……伴随着孩子们稚嫩的叫卖声，丹阳
日报小记者“小鬼来当家 摆摊做老板”丹
阳八佰伴淘宝日蚂蚁集市正式拉开了帷
幕。

“这本书多少钱？”“8元！”“可我只有 5
元了。”“卖给你吧！”……活动现场充满了
童趣横生的对话，一些玩具因为“奇货可
居”，就能被小记者们定出很高的价格，另
一些玩具则因为无人问津，不得不“降价”
处理。集市上，小记者们销售的商品种类
繁多，有图书、海报、玩具、明信片、文具、小
工艺品……俨然有身临杂货铺的感觉。摊
位之间彼此还会询问，你生意怎么样，卖了
多少钱？集市上小记者们的促销花招百
出，有的让家长帮忙看摊，自己主动出击，

上门推销，还有的大声叫卖。生意好的孩
子在自己的货物售罄之后还会帮助别的孩
子推销售卖，小记者胡鑫洋就帮着岳欣仪
售卖图书，共同体会收获的快乐，好多孩子
在赚到钱后都开心地举着让家长拍照留
念。小记者张皓宸是第一次参加跳蚤市场
的售卖活动，很是激动，刚开始售卖时明显
有些羞涩，还需要妈妈的帮助，后来，他表
现越来越好，也越来越自信 ，通过自己的
努力，终于把带来的小玩具全部卖完。“他
们成交之后有了成就感就更愿意努力推销
了。”家长们也开心地交谈着，反映这个活
动好处多多，希望主办方多多组织，让孩子
在玩中学，劳逸结合，更加独立。

“小鬼来当家 摆摊做老板”蚂蚁集市
活动是丹阳日报儿童团主办的公益性活
动，旨在培养孩子们节约物品、旧物循环利
用、爱护环境的意识，促进孩子们的社会交
际能力和理财观念。“此次举办的蚂蚁集
市，小记者们售卖所得全部由他们自己处
理，但很多小记者主动提出要将售卖所得
捐出。”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孩子们捐
赠的善款，将由
丹阳日报社统一
用 于 献 爱 心 活
动。

小鬼当家忙赚“钱”
售卖所得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姜丽敏 通讯员 周
玲）“哇，今天终于见到沸井了，还有季
子碑。”“九里真的好漂亮！”……近日，
近 30名丹阳日报小记者来到延陵镇
九里村，欣赏美丽风景，感受深厚底
蕴。

据主办方介绍，该活动是由市文
明办、丹阳日报社共同举办的“小记者
文明先锋队寻访最美丹阳”系列活动
的第一场：走进九里，旨在让青少年感
知美丽丹阳，激发他们从小爱家乡、爱
祖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为建设美丽
丹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九里村是
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也是有着 2500
年历史的古村落、古吴文化发祥地。
村域范围内自然风光优美，河流湖泊
众多、农田广袤，不仅有季子庙、十字
碑亭、沸井等自然风景，还有董永传
说、延陵鸭饺、季子挂剑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半天时间里，小记者们将九里
美景尽收眼底，参观了沸井、十字碑
亭、贺甲烈士陵园等并留下了深刻印
象。“有机会，我一定要重游这个美丽
乡村，我相信，未来的九里村一定会更
加美丽、富饶。祝福你，九里村！”小记
者纷纷表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系列活
动还将组织小记者参观规划馆，了解
丹阳历史、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历程；
组织小记者游览丹阳的人文、自然景
点，如天地石刻园；组织小记者走上街
头，对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进行劝导
或曝光，为建设美丽丹阳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我叫黄婧琪，今年十岁了,就读于
丹凤实验小学四年级。我喜欢跳舞、
唱歌，还有游泳，有空的时候我还会画
漫画，骑自行车。放假的时候，我会骑
着小车子去给妈妈买菜，好像一个小
大人了呢。我很喜欢小记者团这个大
家庭，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大胆一些，
认识更多朋友。参加了几次活动后，
我觉得当小记者真开心呀！希望更多
的小朋友加入进来！

小记者星播客

“小记者文明先锋队寻访最美丹
阳”系列活动之

走进九里，
寻访最美丹阳

扫一扫二
维码关注“丹
阳 日 报 儿 童
团”微信公众
号，了解更多
活动及相关细
节。

丹阳日报小记者团，是利用媒体的
品牌优势，专为在校青少年儿童打造的
课外活动、学习一站式的平台，定期为
小记者组织各类活动。提高写作的能
力、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完善与人沟通
的能力、加强思考判断力和增长知识，
是小记者团的五大目标。欢迎更多的
同学加入到丹阳日报小记者的队伍中
来。今后此类活动还会继续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