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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溪古镇真漂亮啊！”“在周庄
生命奥秘博物馆里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了解了不少生命的奥秘呢！”“我
还给我爸妈带了纪念品呢，他们看到
肯定会很高兴。”近日，本报小记者团
联合昆山日报小记者团开展采风活
动，活动中小记者们纷纷感叹“这样
的采风太有趣了”。

小记者们的第一站是锦溪古
镇。锦溪古镇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素有“中国
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其中比较
有名的有通神御院、陈妃水冢、莲池
禅院等。看到古色古香的小镇，小记
者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哇，这些明代
和清代的建筑我之前只在电视上见
过，现在我竟然站在这些建筑里边
了，好激动。”小记者们不仅参观美
景，还认真学习这些景观背后的文字
介绍，有的还用笔和本子记下来。随

后，小记者们又到了周庄生命奥秘博
物馆。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是目前
世界上最真实、最全面、最系统揭示
脊椎动物进化历程的自然类综合性
博物馆，展品数量有2000多件，还有
不少珍稀物种呢，是我国最具代表性
的科普教育场所之一。

刚进博物馆，孩子们就被一个个
展品吸引了，昆山日报的小记者还为
丹阳日报的小记者进行了专业的讲
解。小记者们边看边听，交流多多：

“今天知道了长尾鲨，尾巴的长度是
身体的一半，而且使用尾巴配合捕
食，很厉害。还认识了产卵冠军翻车
鱼，扁扁的，因为经常侧身躺在海面
晒太阳，又名太阳鱼，是世界上形状
最奇特的鱼之一。”“三楼是我最想看
的人体世界，在里面我看了人的大脑
像一个放大的核桃，终于知道我的脑
袋里原来是这个样子，还分不同的功

能区。还有吸烟的肺和不吸烟的肺，
那个吸烟的肺已经黑了，我回去一定
要告诉爸爸不要抽烟了。”“我看到了
婴儿在妈妈肚子里七周的时候，像个
小虾米。原来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是
这样一天天长大的，想想妈妈怀孕40
周生下我是多么辛苦啊，现在每天还
要起早贪黑照顾我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以后一定要报答妈妈。”

参观过各种馆之后，小记者们意
犹未尽，“我特别喜欢生命奥秘博物
馆，我觉得丹阳也可以建一个这样的
博物馆。这样我们就能经常去参观
学习，能学到很多知识，也可以呼吁
大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爱护家人，
丹阳就能变得更美丽啦！”“呼吁我们
学校也建一个这样的博物馆，那样就
更方便我们参观了。”活动结束后，在
回程的大巴车上，小记者们热闹地提
出了自己的设想。

这是我参加小记者团以来最远的
一次旅行，此次行程有两站，周庄生命
奥秘博物馆和锦溪古镇。

知道最大的硬骨鱼是什么样吗？
知道鲨鱼有多少种吗？知道我们人类
最快的动作是什么，最慢的动作又是什
么吗？知道我们为什么上午比下午高
么？答案都在昆山生命奥秘博物馆里
面。这里面太有意思了，我听得可认真
了，准备回家考考爷爷奶奶。

锦溪古镇是看历史。这里有很多
老房子、古桥，连走的路都是青石板铺
的。在锦溪，我看到了很多精致的泥
塑，不管是人物还是动物、大树、房屋都
栩栩如生。在锦溪，我还看到了很多
画，有淡雅的素描、意蕴深远的国画，还
有活泼生动的儿童画，这些都出自一人
之手——张省，跟我一个姓哦！在锦
溪，还有很多好吃的小点心。出发前，
妈妈告诉我，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锦溪
的海棠糕。可惜我们到的太晚，海棠糕
已经卖完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回
的周庄之旅是我“行万里路”的一部分，
真的特别棒！

大家好啊，我叫张中子，我的名
字是不是挺特别呀？

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小男生，现
在在正则小学上学。我平时喜欢
做手工、看书、打乒乓球，更喜欢出
去旅游。俗话说读万卷书更要行
万里路，所以只要有机会，爸爸妈
妈就会带我出去走走，增长见识。
虽然我年龄不大，但已经去过北
京、天津、上海、河北、内蒙古、山
东、安徽、福建、云南……我的理想
是将来能带奶奶出国转转，所以我
现在很认真地学习英语，以后出国
交流就没难度啦。

小记者文明实践之周庄行：

本报记者李潇姜丽敏 通讯员周玲

周庄采风行
实验学校 赵韵仪

“哈哈哈哈……”我们开心的笑
声从大巴车里传来，这是怎么回事
呢？让我来告诉你吧！

今天是我们小记者团去昆山采
风的一天。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
管都管不住……一路的欢腾后大巴
车终于到了周庄锦溪古镇。这儿的
景色真是太美了！一条河流弯弯曲
曲地向远方流淌着，河水清澈见底，
水面上的金鱼，水底的小虾看得一清
二楚。整个小镇是在河上的，不时有
几条船划过水面，荡起的涟漪似乎映
出了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
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第二站是生命奥秘博物馆，工作
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台耳机和调
音机，自己又戴上了麦克风，带领我
们走进了展览区，热心地为我们讲
解。最精彩的是鲨鱼的牙齿，工作人
员说：“鲨鱼的牙很好分辨。杂食鲨
鱼的牙比较钝，而肉食鲨鱼的牙齿尖
锐一点。”后来，我们领略了人体的肌
肉、血管和身体器官，也知道了我们

在妈妈肚子里时，她们的痛苦
……看到这些，我们不禁落泪
了。

时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在男生的欢呼声、女生的
歌声中，踏着古街的青石板
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周庄。

周庄采风收获多
丹凤实验小学四（6）班 黄婧琪

冬日的清晨，我们小记者团
踏上了去往周庄的采风之旅。虽
然晨起有雾，但是我们依旧无比
开心。

到达昆山后的第一站，我们
品尝了当地的美食，小记着们赞
不绝口。吃饱了肚子，我们又向
着人体奥秘博物馆出发了。在这
里，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知道了
魔鬼鱼后面的尾刺有剧毒，就连
海洋霸主鲨鱼也要怕它几分；也
知道了翻车鱼名字的由来，是因
为容易被浪打翻；最让我感兴趣
的是，了解了人是如何从一个小
小的细胞逐渐长成现在的模样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的陆地和
海洋的动物，在工作人员的讲解
中，我们体会到了物种的神奇与
生命的美妙。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风景秀
丽的江南古镇周庄。这里是出了
名的水乡，风景如画。古镇中有
很多的博物馆，使我们对江南的
历史及风俗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让我心生欢喜的，还有那美
术泥雕，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呢！

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我们
也要告别美丽的周庄回家了，大
家都有些舍不得。再见，美丽的
周庄，祝福你的明天更好。

有趣的周庄之旅
正则小学三（7）班 张中子

小
记 者 星 播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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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7
日上午，市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
升研修班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北
学院开班，全市 79名中小学（幼
儿园）正副校（园）长参加了培
训。副市长岳嵩参加开班仪式。

据悉，为落实《“丹阳好老
师”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丹政办发〔2016〕159号）、《关于
校级干部和学校中层行政人员
选拔任用的意见》（丹教 [2018]
125号）文件精神，大力实施中小
学校长领导力提升工程，进一步
优化校长成长路径，市教育局开
展了此次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
升研修活动。本次培训由市教
育局主办，丹阳市教师发展中
心、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南

京师大智库联盟承办，研修时间
从2019年1月开始至2021年8月
结束，时间为两年半。其中，前
两年为全面提升阶段，最后半年
为成果推广阶段。两年集中研
修 6次，每年集中研修时间半个
月左右。研修形式主要分为集
中研修和自主研修，不仅要按照
培养基地的相关要求分阶段集
中学习，完成集中研修各项任
务；而且要在一线教学或管理岗
位上自主独立学习和网络学习，
完成学术导师或实践导师布置
的课题研究、论文撰写、教学提
升等研修任务。主要研修形式
为个人自修、集中授课、专题论
坛、跟岗实践、企业考察、外出学
习、网络研修等。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围绕研修
班的组建和学习提出，要把握办
班背景，基于引领和促进教育
高质量发展、探索和建立干部
成长梯队、挖掘和培育学校品
牌这三大目的，全市组建了此
次校长领导力研修班，大家一
定要增强研修的自觉性；要把
握办班定位，此次培训层次
高、课程新、管理严，大家一
定要增强研修的主动性；要把
握办班目标，专业素养明显提
升、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办学
层次明显提升，大家一定要增
强研修的针对性；要把握办班
要求，各位学员要珍惜机会、
珍惜平台、珍惜资源，做到学

思结合、学有所获、学以致
用，增强研修的实效性，努力
打造适合学生发展、人民满
意、高质量发展的丹阳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序
余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对我市
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修班
顺利开班表示祝贺，并介绍了
南师大和中北学院的办学历
史、发展现状和基础教育取得
的成绩。张序余指出，此次研
修班具有“三高”的特点，即
起点高，邀请的授课教师都是
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素质
高，参培学员都是全市教育管
理重要骨干力量；目标高，研
修班旨在全面提升学员的综合
素养，助力学员成为全市的教

育专家与名家，基础教育战线
上的旗帜人才。他表示，南京
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将与市教育
局通力合作，在课程设置、师
资选配、活动安排等方面都做
好精心的安排，圆满完成各项
培训任务，让大家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活动中，对此次中小学校
长领导力提升研修班实施方案
进行了解读；学员代表进行了
表态发言；国务院参事许琳为
全体学员作培训第一讲《孔子
学院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她
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的案
例赢得了全场学员的阵阵掌声。

全市中小学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11
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学期结束工作会议，会议总
结了2018年教育工作，谋划2019
年工作思路及部署学期结束相关
工作。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张文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指出，2018年，全市高举教
育现代化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实
干、稳中求进”总基调，紧扣“教师
队伍建设和教育质量提升”两大抓
手，落实十大重点工作任务、十大
重点改革项目、十大重要活动，在

“干”字上下功夫，在“进”字上求突
破，有力地推动了丹阳教育高质量
发展。他用六组数据，呈现2018年
关于教育现代化、教学质量、队伍
建设、素质教育、规范办学、教育满
意度等工作的推进情况。

张文华强调，2019年是贯彻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起步之年，是
整改专项整治和市委巡察反馈问
题的重要之年，是推进“县管校聘”
管理改革的关键之年。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大家必须“持

续发力、砥砺前行”，具体为把握
“追求高质量，提升满意度”这一
“总体目标”，注重教育发展的
整体性，注重教育发展的科学
性，注重教育的规范性，注重教
育发展的均衡性，注重教育发
展的长远性，在办学水平上进
一步提升，在教育质量上不断
提高，在重点工程推进上加快
步伐，在管理制度建设上逐步
完善，在教育惠民上更加主动、
贴心，切实增强老百姓对教育
的获得感。落实三项“主要任
务”，即巩固区域教育现代化创
建成果，启动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县（市、区）创建，落
实专项整治和政治巡察问题整
改。强化十项“工作举措”，一是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注重价值
引领；二是抓好教育布局规划，
突出资源扩增；三是抓好“县管
校聘”改革，激发办学活力；四
是抓好学校绩效考核，发挥杠
杆作用；五是抓好教育集团办
学，实现一体发展；六是抓好教
育教学管理，增强质量意识；七

是抓好学校课后服务，形成惠民
成效；八是抓好区域品牌建设，扩
大教育影响；九是抓好工作作风督
查，深化效能建设；十是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规范权力运行。

面对学期结束工作，张文华要
求各位校长、园长和机关干部不能
有丝毫的懈怠、不能有任何的侥
幸，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一是要
有序安排，二是要注重规范，三是
要防范风险，四是要提前谋划，五
是要落实责任，做到持续发力，砥
砺前行，努力办好适合学生发展、
高质量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还总结了全市2018年教
育经费使用情况，对 2019年教育
经费预算情况进行说明；对全市

“教学五认真”抽查情况进行了通
报；部署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事项。

各镇（区、街道）教育助理、各
校（园）主持工作的校（园）长(书
记)、教育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书记)、教师发
展中心处室负责人及以上的干部
和全体研训员参加会议。

努力办好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我市召开学期结束工作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

辉） 9日下午，我市召开 2018
年度深化教育改革重点推进项
目年终考评会，市教育局机关
全体工作人员和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了此次考评会。

会议首先汇报了2018年深
化教育改革重点推进项目完成
情况，随后由市教育局相关人
员从项目的“目标达成度”

“管理创新力”“成果影响力”
等完成情况进行现场考评。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参加
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去年年
初，教育局确定了深化教育改
革十大重点推进项目，一年

来，全局全力以赴抓好工作落
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序
时进度推进。

他强调，2019年，教育发
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一定要以“持续发力，
砥砺前行”为主基调，聚焦

“准备怎么干”“干到什么程
度”，多用事例和数据来说
话，多担当、多思考，常怀忧
患意识，加强平时的业务学
习，抓好过程管理，扎扎实实
把每件事情做好，同时做好横
向、纵向比较，“实”字当
头、“干”字为先，谱写好丹
阳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我市召开 2018 年度
深化教育改革重点推
进项目年终考评会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邹
国胜）8日上午，我市召开 2018
年度关工委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

去年以来，市教育局关工
委认真贯彻落实(镇教工委发
〔2017〕14号）文件精神，精心组
织各类活动，积极开展“红旗飘
飘，引我成长”主题教育活动，
持续开展学校关工委“一校一
品”创建活动，全面推进学校关
工委工作再上台阶。2019 年关
工委将严格落实党建带“关建”
机制，提升关工委的组织力；强
势推进“一校一品”建设，提升
品牌的影响力；全面推广“双菜
单”工作模式，提升关工委工作
的实效性。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出席
会议，他指出过去的一年，关工
委落实党建带“关建”机制，关

工委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领青少年
核心价值观不断加强；深化“一
校一品”建设，工作均衡发展得
到加强；老同志倾情奉献，配合
补充的效果得到加强。他希望
老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要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做好关工委工作的
认识再提高；继续贯彻落实丹
阳市教育工委相关文件精神，
关工委组织力再提升；搭建更
多适合老同志工作的平台，青
少年教育再加强。

会议还公布了关工委2018
年度考核结果，为“一校一品”
评定合格的 12所学校授牌，吕
叔湘中学、新区实验小学作经
验交流发言。

“一校一品”合格学校的12
位校长、各校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关工委老委员参加了会议。

拥抱新时代，银发谱新篇
我市召开2018年度关工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为更好地做到薪火相传，
激发在园教师的工作激情，日
前，正则幼儿园邀请了七名老
幼教工作者，共同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老园长们参观了幼儿园，
了解到新建园教室改变了以
前排排坐的上课模式，更加关
注儿童，关注“人”的发展，幼
儿活动区域丰富适宜，孩子们
都在玩中学，学中玩，感慨目
前学前教育课程理念的深刻
变化。孩子们送上了自己制
作的小卡片，老园长们非常感
动，表示将倍感珍惜，仔细收
藏。（通讯员 吴益斐 文 郁亚
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