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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文获奖啦
我的作文获奖啦！
！”

丹阳市教育局

丹阳日报社联合主办

我市教育领域专项治理持续发力

“我心中的机器人
我心中的机器人”
”征文颁奖圆满落幕

本报记者 菀滢 通讯员 教宣 钟文华

本 报 讯（记 者 李 潇 通 讯
员 周玲）近日，由市教育局、市
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机器人协
会和丹阳日报社承办的“我心中
的机器人”科幻征文活动落幕，
35 篇作品从 500 余篇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并获奖，其中有不少
获奖选手为本报小记者。
“张懿颖，你这次作文写得
很好，获一等奖了，表现不错哦，
在颁奖典礼上你要上台跟大家
分享你的作文，一定要加油哦！”
主办方在爱家·尚城举行了颁奖
典礼，小记者团的老师在台下鼓
励一等奖获得者张懿颖。来自
吕城中心校五（3）班的张懿颖虽
然是女孩子，但她平时很喜欢机
器人，作文《机器人入梦来》通过
描写自己与机器人在梦中的美
好场景极具吸引力，又以讲故事
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作文，获得
评奖老师的一致好评，最终拔得

头筹。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4 秒，还记得那一刻，你在干
什么？或许我只是正躺在母亲
舒适的怀抱里酣甜入睡而已，可
是就在距我几千公里外，却持续
了 20 秒的地动山摇！虽然是短
短 20 秒，可是这 20 秒过后，留下
的却是断垣残壁和一片废墟
……如果，如果，我们当年有了
机 器 人 ，可 以 预 测 地 震 的 机 器
人，那么当年的那一幕幕是否将
会不复存在，当年惨死的数万人
如今依然安在了呢……”实验学
校陈邵丽同学的《地震机器人：
为了普通人稳稳的幸福》因为描
写了对地震机器人的美好期望，
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评委老师告诉记者，在征文
中，孩子们表现出了丰富的想象
力，有的把机器人描写成妈妈，
有的描写成朋友，有的描写成维

随着“德松教育”
“昂立国
际教育”的停业整改，金鹰街区
“丹阳市常春藤外语培训中心”
和“丹阳铭创教育培训有限公
司”不符广告牌的拆除，我市教
育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正在扎实
有效推进中。记者了解到，自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全市 166
家学科类培训机构中，无问题
的机构数 37 家，有照无证、无
照无证机构已关停 97 家，总整
改完成率 80.7%。
“丹阳市按照专项治理计
划部署，集中整治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目前已进入回头
看阶段，后阶段还将进行专项
督查，并最终公布黑白名单。”
近日，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在
镇江对丹阳督查推进专项治理
工作举措和成效会上如是说
道。据了解，为认真贯彻落实
全省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动员
部署会精神，10 月份以来，市政
府、市教育主管部门迅速行动，

护和平的超人机器人……
教育局、科学技术协会及
市机器人协会的老师们一
边颁奖，一边鼓励孩子们。颁奖
结束后，一些评委老师现场指点
孩子如何把作文写得生动有趣，
孩子们迫不及待围拢过来倾听、
提问。
参加这样征文活动，最积极
的当然是家长。
“我觉得，用这种
方式来促使孩子写作文很不
错 。 之 前 ，他 总 觉 得 作 文 很 难
写，这次获奖了，既能增强他的
自信，又能激发他的兴趣。”学生
家长陈女士说。
近年来，机器人逐渐受到孩
子们的喜爱，机器人协会负责人
介绍，孩子多和机器人打交道，
能开发大脑，提升专注力。希望
孩子们通过这种征文活动爱上
学习、陶冶情操，培养创新意识，
增强实践能力。

沿江七市区初
中历史课堂教
学观摩交流活
动在我市举行
享受亲情 收获成长

20 组小记者家庭体验烘焙 DIY
小 记者星播客
大家好！我叫张冯
宇，是实验小学的一名少
先队员。我在学校遵守学
校的规章制度，爱护公共
财产；品德很好，
有一颗善
良的心，我会主动帮助别
人。
我的榜样是我的爸
爸。我的爸爸是一名优秀
的消防员，他勇敢、坚强、
有责任心，碰到任何困难
从不退缩。爸爸一直是我
学习的榜样，
我很崇拜他。
我喜欢下围棋，喜欢
画画，特别喜欢篮球，
经常
和老爸一起去球场 PK，我
还喜欢爬山和旅游……我
的兴趣是不是很广泛？你
们喜欢这样活泼开朗的我
吗？喜欢与我做朋友的请
你们高高举起手吧！

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周玲）
“你尝尝我的饼干，可好吃了。”
“ 你看
看我做的饼干图案，好看吗？”近日，高
新区党建园的“共享空间”内热闹非
凡，20 组小记者家庭在这里体验烘焙，
亲 手 DIY 小 饼 干 ，享 受 亲 情 不 亦 乐
乎。
“孩子们，做饼干之前，首先要调
好面粉，鸡蛋要适量，两个左右就可以
了，糖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多加或者少
加……”丹阳日报儿童团邀请了“又一
春甜品工作室”的两位烘焙师为小记
者们讲解烘焙要领，
“面粉不要太干也
不要太稀，不然做出来的饼干会不好；
饼干做得太薄容易烤糊，太厚不容易
烤熟……”在烘焙老师的指导下，小记

者们和爸爸妈妈挽起袖子、小心翼翼
地动起手来。
“ 妈妈，你看我做的这个
图案好看吗？”
“老师，我这个面饼压得
好吗？这样做对不对啊？”
“爸爸，你选
的模具不好看。”虽然第一次做饼干，
但大家表现得十分活跃，亲子们一起
DIY 各种形状的饼干，有的做成小熊
图案，有的做成天使图案，还有的做成
机器人和小动物图案……又过了半小
时，第一批小饼干出炉了！小记者们
迫不及待地拿起饼干品尝起来，当然
也没忘记和其他小伙伴分享成果。
“小羽，你的饼干怎么不吃呢？袋
子里还剩这么多，是因为不好吃吗？”
烘焙结束后，小记者蒋涵羽的袋子里
还剩下一大半饼干。
“我想把饼干带回

去，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吃。”听
到小羽这样说，其他家长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丹阳日报儿童团团长欣慰地
说：
“ 小记者们越来越懂事，我们的活
动也越来越有意义，希望在今后的活
动中，
我们能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活动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天
是两位小记者家长的生日。儿童团团
长提前与“又一春甜品工作室”商量，
为两位妈妈准备了生日蛋糕。当点上
生日蜡烛的蛋糕摆到两位妈妈面前
时，两位妈妈十分激动。其中，吕周翼
远的妈妈开心地说：
“第一次跟这么多
小朋友和家长朋友在一起过生日，感
谢团长给我们准备的惊喜！”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林
鹏） 为落实七市区有关会议
精神，促进中学历史教师的
专业发展，提高中学历史教
学的质量和效益，加强区域
间的交流，12 日，沿江七
市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观摩
交流活动在我市实验学校举
行。来自常熟国际学校、靖
江市实验学校、武进区湖塘
实验中学、张家港市第一中
学、太仓市第二中学、江阴
市高新区实验中学、丹阳市
第九中学、丹阳市实验学校
等沿江七市区学校的历史教
师、各地区教研员以及我市
各初中学校历史学科教师代
表共 80 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同课异构
的形式进行，各校选派了经
验丰富的老师为大家展示了
生动有趣、形式多样、内涵
丰富的历史课堂教学。教学
观摩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
进行了教学研讨和交流，各
市区历史学科专家先后对上
午的观摩课进行了点评。活
动中，实验学校还就学校教
育教学成果以及学校历史学
科教学、备课组建设等相关
情况进行了汇报。据了解，
此次活动加强了沿江七市区
历史教师的学科交流，使历
史学科教师在教学手段和教
学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教学能
力得到提升。

全面动员，周密部署，扎实推进
专项治理工作，这一系列举措
也得到了镇江市的肯定。
统一思想，整体推进专项
治理工作的部署落实。我市多
次召开教育领域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
议，通过动员部署、综合执法、
专项督查、公布黑白名单四个
阶段集中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同时进一步完善校外培训机构
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构建师
德师风长效建设机制，进一步
建立义务教育学校的长效服务
机制。
综合行动，扎实做好专项
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市教育
局、市管局和民政局通过学校
发放《关于校外培训机构风险
告家长书》70696 份，回收 69408
份；市教育局、公安、消防、城
管、物价和市管局等部门联合
组成专项整治执法队，统一执
法标准、统一执法人员、统一执
法时间，突击检查全市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情况，净化校外培
训机构土壤；市教育局在各学
校自查自纠的基础上，通过接
受举报人投诉、收集 12345 热
线、丹阳翼网、审计发现等线索
进行督查，在解决群众最不满
意的问题上下功夫。
压实责任，多措确保专项
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全市把教
育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和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起来，进
一 步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监 督 责
任。专项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对治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及
时发放《简报》，目前已发布自
查自纠、召开专项治理工作会
议、综合执法、乡镇执法总结、
学校专项整治 5 期简报。
接下来，
我市将以本次督查
为契机，全面履行监督责任，切
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整治，
规范
学校办学行为和教师从教行为，
强力推进教育领域专项治理工
作，努力构建长效机制，切实保
障我市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我市召开第七次校外培
训机构综合执法会议
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员
教宣）13 日上午，我市召开第七
次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执法会议，
副市长贺云华及市教育局、市场
监管局、公安局、消防大队、城管
局、物价局、安监局、各镇（区、街
道）分管教育镇长（主任）、文教
助理参加了会议。
会议从对照目标找差距、对
照 问 题 出 实 招 、对 照 职 责 细 总
结、对照效果严考核四方面总结
回顾前期综合执法情况，部署下
阶段工作任务，各镇（区）、部门
汇报了前一阶段综合整治情况
及下一阶段工作打算。
副市长贺云华要求，收尾阶
段看效果，各部门需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她希望各职能部门
要再次明确责任主体，并就如何
补短板，如何公布成效两方面做
详细的要求和布置。

我市承办江苏省九校教学联谊活动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教 宣
朱明慧）为更好地研讨高三
复习备考策略，交流学校办
学经验，7 日—9 日，江苏省九
校教学联谊活动第三届第七
次年会在市第五中学举行。
来自 9 所省内四星级高中的
近 250 名高三教师代表参加
了本次活动。
活动共有课堂教学展
示、备课组研讨、专家报告、
文娱汇演、大会交流、闭幕式
及盟旗交接等议程。参加活
动的老师首先听了 21 节公开
课，并就课堂理念、课堂环节
设计、教学方法和高三备考
信息等方面作了广泛交流。
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德成教授
作了题为《聚焦核心素养的
学校课程改革》的专题讲座。
活动最后的会旗交接仪

式上，
第五中学将会旗转交给
下一次的年会举办学校吴江
高级中学。至此，
本次年会活
动落下帷幕。据悉，
江苏省九
校联盟于1996年成立，
该活动
秉持
“真诚沟通、
坦诚交流、
合

作共赢”的宗旨，通过对学校
德育管理、教学研究、学生学
习等方面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各校的管理智慧得以升华、
管
理经验更加丰富、
管理效益不
断提高。

华南实验学校举
行十岁成长仪式
11 日下午，华南实验
学校 556 名四年级学生在
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共
同许下了十岁生日愿。
近 年 来 ，华 南 实 验 学
校每年都会举行十岁成
长仪式，让孩子们的成长
充满仪式感，在成长礼上
许生日愿，是让孩子们在
心中种下一颗梦想的种
子，激励自己在成长路上
不断进步。图为活动现
场。
（记 者 李 潇 通 讯 员
朱志国 摄）

红 烛礼赞
学会用心去
“爱”
学生
——记市第三中学老师贡叶华
本报记者 陈晓玲
1988 年，贡叶华从师范院校毕
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至今已经
整整 30 年。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工
作中，她感动过，愧疚过，也彷徨过，
但她始终不忘初心。虽然这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现在的她似乎
已经找到了答案：用心去“爱”每一
位学生。
贡叶华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从
小耳濡目染，让她对教师这一职业
十分憧憬和向往。高考的时候，她
的第一志愿理所当然地填了师范院
校，毕业后也毫无悬念的成为了一
名教师。30 年的从教经历，教过的
学生不计其数，也让她尝到了人生
百味，在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她收
获了感动，也愧疚过。参加工作没
多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贡叶华记
忆犹新，
至今仍深感愧疚。
“当时我教初二数学，一天刚进
教室就听到一位女同学在惊叫，原
来是班里的一位男同学把一条小蛇
放在了她的书里。”贡叶华说，当时
看到这个情况，她自己也很害怕，又
很气愤，就让男同学把蛇扔到外面
去，但男同学却不听，
“我就去拉他，
在推搡中，他不小心打了我一耳光，
当时我在气头上，想也没想就还了
他一耳光。”事情发生后，贡叶华感
到很后悔，就想找机会跟他道歉，可
第二天，这位男同学就没有来学校
上课。尽管后来贡叶华找到学生家
里亲自上门道歉，但该学生的父母
却仍旧不愿意再让他去上学了，觉
得他只会惹事。
“ 后来我得知，那位
男生去做了瓦工，我当时心里真的
很难受，如果不是因为我打了他，他
继续上学的话或许会有更好的出
路。”贡叶华说，这件事对她的触动
很大，要想做一名好老师，必须要对
得起自己的学生，用心去“爱”学生，
尊重学生。
有此感悟后，
她的心境也就不一
样了，
不仅在教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更懂得如何与学生更好地相处。
“也许是那份愧疚之心一直深埋心
底，后来我和学生们的关系都很好，
学生毕业后也会和我打电话、发信
息，
其中一位女学生更是和我多年保
持书信往来。
”贡叶华说道。
贡叶华把老师对学生的“爱”概
括为三种，而反思大部分老师对学
生的“爱”，更多的仅仅是喜欢学生，
甚至只是喜欢优秀学生，而对于后
进生、性格有缺陷的学生，却缺乏宽
容和尊重。贡叶华觉得，作为一名
老师，既要有赏识的心、合作的心、
分享的心，更要有尊重的心，
“ 教师
这个职业是个良心活，我会努力书
写作为一名教师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