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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热点育热点

教育局赴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9月25日下午，教育局赴党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活动。教
育局领导班子所有成员、科室（部门）负责人及党委基层组织书记参加活动。在教育基地讲解员的
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党史走廊、党建品牌展示厅，深入学习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长征精神”，
进一步认识到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为党旗添辉增色。 （通讯员 袁军辉 陈超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明
慧）9月 21日，我市初中工作会
议在实验学校报告厅召开。全
市初中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初
中学科研训员和初三全体教师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育局副
局长谢春华主持。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华从学
校管理漏洞、课堂教学效率、教
学质量差距等三个方面分析了
当前初中教育存在的问题，强
调初中教育要注重细节、提升
学校管理的精度，要立足学生、
强化教学研究的深度，要明确
责任、优化教师工作的态度，认

清面临的形势，积极面对当前
机遇和挑战，不断培养更全面
的优质学生，不断提升更优秀
的教学质量，力争我市中考在
全大市能跨档进位。

谢春华强调了初中教育，
尤其是初三教育的重要性，提
出要树立高度的质量意识和危
机意识，杜绝集备形式化、上课
随意化、作业现成化等问题，以
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

更务实的作风，主动作为，积极
担当，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会上，教师发展中心副主
任苏哲对2019届中考作了全面
的质量分析。荆林学校、行宫
中学、华南实验学校、九中相关
代表就“抓校本研训、促质量提
升”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会
上还对2018-2019学年度“丹阳
市初三优秀备课组”“丹阳市初
三工作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培养更全面的优质学生 书写初中教育的奋进之笔

我市召开初中工作会议

正则小学开展“五个
一”活动庆“十一”

本报讯 （通讯员 教宣 蒯
裕华）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
正则小学党总支通过开展一次
党课、一次宣教、一次宣誓、一曲
赞歌、一篇征文这“五个一”活
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60名新任校长、园长
进行岗前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袁军辉
刘晓峰）近日，市教育系统 60 名
新任正副校长（园长）在教师发展
中心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岗前培
训。

活动中，教育局人事科、安保
科、财务科和资产管理中心负责
人分别就人事政策、校园安保、财
务制度和“阳光食堂”操作事项进
行了专项培训，希望通过此次培
训能帮助各位新上任的正副校长
（园长）“知敬畏、会归零”，懂人
事，会用人会管人，做管好物、创
阳光食堂的阳光校长；做理好财、
既明白又清白的校长；做重安全、
能做事但不出事的校长。

参培的校园长则纷纷表示，
这次培训紧扣学校管理的关键节
点，迎合当前学校发展的需求，为
以后的学校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抓
手，他们将在新的起点、新的岗位
上尽职尽责，以全新的精神面貌
和工作姿态，做出新的贡献。

精准把脉 有效指导 助转岗再
提高

教师发展中心对转岗
教师进行调研指导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文豹）9
月24日上午，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徐田田等一行11人来到丹凤实验
小学，对今年县管校聘转岗到丹凤
实小工作的15位中学教师开展专
项调研指导。

据了解，丹凤实验小学从8月
底开始，就在“一家人”的思想引领
指导下，让转岗教师较快地融入了
新团队。通过座谈会加深相互的
认识融合，通过转岗教师的经验介
绍消除他们的思想负担，通过结对
子让优秀的小学骨干教师和他们
共同研讨加速适应环境，通过行政
和他们一对一交朋友了解他们的
思想，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9
月中旬，校长宗立和每一位转岗教
师分别进行了交流，倾听他们的真
实想法，解决他们的困惑困难，勉
励他们立足新岗位，转岗再出发，
新岗立新功。

调研组专家通过听取学校教
学管理介绍，查看教学管理相关材
料，听课，查阅教师备课、学习笔
记、学生作业，和转岗教师交流等
形式，了解了转岗教师在工作中的
实际情况，同时通过调研，对15位
转岗教师的敬业精神、工作态度、
适应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并就
教材解读、课标解读、习惯培养、课
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我市组建“新教师
培养工作室”

本报讯（通讯员 教宣 陈苏
蕙）为进一步促使新教师更快更
好地成长，日前，教育局举行“新
教师培养工作室”成立仪式。会
上播放了 2019 年全市 165 名新
入职教师暑假封闭式培训专题
视频，解读了“新教师培养工作
室”方案、职责与考核办法，公布
了工作室领衔人、顾问名单，并
现场授牌、发放聘书。

近年来，市教育局以实施
“丹阳好老师”行动计划为抓手，
通过专业培训、师徒结对、教学
研讨等“教科研训一体化”路径，
科学有效地开展新教师培训，给
青年教师未来的专业化成长提
供了有效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袁军辉
唐晓兵） 9 月 25 日~27 日，

2019年我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青
少部田径比赛在丹阳中等专业
学校鸣锣开赛。在为期两天半
的比赛时间里，全市68支代表
队544名运动员经过4×100米
接力、跳高、跳远、铅球等20余
项比赛项目的激烈角逐，新桥
中心小学、界牌中心小学、正则
小学、实验小学、华南实验学校
小学部、实验学校小学部、丹凤

实验小学、匡亚明小学获得田
径运动会小学部总分前八名。
实验学校初中部、云阳学校初
中部、华南实验学校初中部、新
桥中学、界牌中学、全州学校初
中部、吴塘实验学校初中部、运
河中学获得田径运动会中学部
总分前八名。教育局、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分别为
中小学获得团体前八名的学校
颁发奖牌，并表彰了此次比赛
中的“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

员”。
据悉，此次运动会上共打

破五项纪录，分别是初中男子
200米、初中男子400米、初中男
子掷实心球、初中男子跳高、初
中女子4×100米接力。此次青
少部田径比赛的成功举办，充
分展示了全市广大中小学生良
好的体育竞技水平、健康素养
和精神风貌，为学校的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注入更多的活
力。

陵中邀请战斗英雄
进行事迹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 陵中宣）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陵口
中学邀请了 95 岁高龄的抗战老
兵郦锁法、83岁的战斗功臣司马
耀进行了一场“我和我的祖国”主
题教育宣讲。

休刊公告
因 10 月 7 日报纸休刊，故

《教育周刊》暂停一期，敬请周
知。

《教育周刊》编辑部

德育协作片会议
在三中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吴 通讯员
毛红艳）23日，市德育协作片（中学
西片）新学期第一次会议在第三中
学举行。

会上，三中副校长包敏传达了
市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提出下半
年工作思路，片区各成员学校结合
学校实际就社团建设、家校共育、
德育飞检等工作进行了交流与研
讨。各校本学期在互相学习、相互
借鉴中形成共识，为协作片由“带
着走”“跟着走”“学着走”向“一起
走”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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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提起她“真诚、热
情、有上进心”，学生谈到她

“有严更有爱，就像知心姐
姐”，领导称赞她“勤恳、实
在、有潜力”……她就是镇江
市教学骨干、镇江市第十七
届人大代表、镇江市教育学
会初中数学专业委员会会
员、今年“镇江十佳教师”获
得者、珥陵初级中学数学老
师兼班主任李凌虹。

“在这三尺讲台，虽饱尝
了育人的艰辛与不易，但也
真实感受到了很多快乐和充
实——‘春泥护红花’般的安
慰与满足。”李凌虹还记得工
作第一年，2002年的述职大
会上，她曾宣誓：“实际行动
胜过任何豪言壮语，我会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自
此，她便朝着这一方向，十几
年如一日，不断探索、进取、
完善，去实践着曾经的诺言
……

工作 17年，李凌虹担任
了十多年班主任，十来年又
一直任教初三，工作可谓繁
多又艰巨。作为教师，她自
然懂得这一职业本身就意味
着奉献与牺牲——奉献得越
多，付出得也就越多。几年
前，由于学校师资紧缺，安排
她担任初二和初三各一个班
的跨年级教学，这对于初任
毕业班教学的她来说是一个
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她没有
推脱，亦不能推脱，毅然接受
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
任务，最后她任教的几个班
级数学成绩均位于年级前
列。

而作为寄宿制学校的班
主任，李凌虹事无巨细，点
点滴滴都得操心。她把“动
之以情、导之以行、晓之以

理、持之以恒”作
为关心学生
的座右铭：班

上 农 村
进 城 务
工、父母

离异家庭的孩子有四五个，
在她细致、耐心的工作下，
他们都能自强、愉快地在班
级大家庭中生活、学习。一
些班上的“留守孩”远离父
母、远离亲情，家长外出打
工一年才返家一次，甚至有
的父母常年在外不回来，单
纯认为给孩子吃饱、穿暖、
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就可
以了，而忽视与孩子的心理
沟通与交流，导致孩子对父
母很陌生，亲情关系出现了
障碍，孩子的人生观、价值
观也发生了不良的改变。为
此，她不厌其烦地与家长一
一联系，征求家长意见后，利
用校信通、打电话等形式，让
学生每星期一、三、五的课外
活动和家长联系，进行交流，
汇报他们在校的情况，有的
她还亲自打电话联系，将学
生在校表现及时通知家长。

“做学生生活中的‘母亲’，错
误中的‘大夫’，交往中的‘挚
友’。”作为班主任，李凌虹确
实做到了。

新形势下，对教育工作
及教育工作者有了诸多新要
求，李凌虹在浪潮中搏击奋
进，不错过任何一个扬帆远
眺的机会。在教学中，她认
真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模式，
更新知识结构，努力提高教
学质量。备课时，她根据学

生特点精心设计环节，努力
钻研教材，上网查阅资料，做
到“备教材，备学生，备资源”

“向 45 分钟课堂要质量”。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独特的
课堂教学风格，近年她在丹
阳市和镇江市举行的初中数
学教师说题、解题、评优课、

“好课堂”等一系列评比中，
均取得了一等奖；2015 年 5
月，她应邀参加了江苏省“名
师送培”活动，赴徐州铜山区
上展示课；2017年2月，她参
加了苏科版初中数学教学教
材数字化助教资源库建设项
目优质课录制，获得一致好
评；她先后成为丹阳市初中
数学青年名师班成员、镇江
市农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学
员、丹阳市中小学班主任高
研班学员；2017年5月，她获

得丹阳市初中班主任基本功
竞赛一等奖并代表丹阳参加
镇江大市级的比赛，同年 6
月被评为镇江市教学骨干，
之后不久便顺利取得杭州师
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如
果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付出终会有回报”让李凌虹
在教育的累累硕果中赢得了
学生和家长的信任、赞誉，那
么，“与时俱进，锐意进取，

‘做最好的自己’”则是李凌
虹踏实上进、超越自我最真
实的写照。

因为喜爱，所以坚守
——记麦溪中心小学教师陈卫华
通讯员 袁军辉

她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从教 35 年立德树人、坚守乡
村教育、关爱每一位学生；她
是家长的“良师益友”，走遍
每一个学生家庭，了解每一
个学生的情况，传递科学的
家教理念，寻求家校共育之
路；她是学校当之无愧的“一
姐”，主动和青年教师沟通交
流，帮助学校排忧解难。她
就是丹阳市麦溪中心小学教
师陈卫华。

“记得当时工资只有 240
元每个月，一拿就是 16年！”
出生在教师世家的陈卫华，
父亲、表哥、堂哥都是老师，
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缘
故，20 岁高中毕业的她毅然
决然地选择了教师这一职
业，成为一名代课教师，虽然
工资、评优、评先远远比不上
公办教师，但她喜爱教育事
业，用好点滴时间、不放松自
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钻
劲、挤劲、韧劲，积极参加学

历进修、培训活动，成为全市
第一批民办转公办的教师。

“她教学能力突出，身上
更有着非凡的亲和力，让办
公室充满了家的温馨。”麦溪
小学的邹叶军老师，只要一
谈起陈卫华就竖起大拇指，
因为在工作上陈卫华除了能
起到引领作用之外，平时对
同事也是关怀备至。当发现
邹叶军在学校工作生活的过
程中，不喜欢喝水，陈卫华只
要每次烧好开水，总是第一
时间帮他倒水，发现杯中有
隔夜水，还主动把水瓶洗干
净再倒满，直到邹叶军“被
迫”养成了每天喝水的习惯。

“帮陈老师做事，就是再
苦再累，我们也愿意！”学校
参加全市小学生文艺汇演，
缺少化妆的老师，陈卫华在
家长 QQ 群、微信群寻求帮
助，家长立马积极响应。三
天的文艺汇演，家长志愿者
提前到达学校，按照要求从

发型、眼影、粉底、唇彩认真
化妆，搬运、收拾演出乐器、
道具。除此之外，每接手一
个新班级，陈卫华所在班级
家委会总是第一个成立；青
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开展活
动，总能看到班级的家长忙
前忙后帮着搬运乐器、鼓掌
加油；“安全教育平台”的学
习，家长总能想在陈卫华的
前面，第一时间完成签到和
学习。看着家长们默默支持
学校的工作，老师们都是看
在眼里、乐在心上，真心佩服
陈卫华。

“赵一诺，上课注意力不
集中，昨天的数学作业错误
也较多，要注意！”“唐子昱，
虽然比较调皮，但是管理能
力比较强，可以当‘小老师’，
管理班级纪律。”……跟班级
任课教师说起学生的学习状
况、习惯、成绩等情况，陈卫
华都是如数家珍，还经常督
促平行班的教师不要只关注

分
数
，要 走
进孩子的家
庭，走进孩子的
内心世界，多教给孩子们学
习的方法，从正面进行引导，
化解矛盾，真正做一个对学
校、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
人。

“因为喜爱，所以坚守！
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

给孩子！”3 年之后就将退休
的陈卫华没有做什么惊天动
地的伟业，每天的工作就是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和家长
学生沟通交流，做到“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乡村
教育点灯引路、逐梦前行！

“一路前行，做最好的自己”
——记珥陵初中李凌虹
本报记者 张吴

市第14届运动会青少部田径赛鸣锣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