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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盐城地区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高地

百年京师 牵手盐城 助力教育 共筑高地

——发展中的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本报记者 孔大勇 蔡玉成 通讯员 张育方

巍巍北师大，泱泱百余年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一所以

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

名学府。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

大学堂师范馆。百余年来，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

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治学修身、

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

一，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

计划。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A类名单，11个学科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名单。

作为中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全国教育创新的重

要策源地，北京师范大学本着“传播先进教育理念、

促进教育体制创新、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地方教

育发展”的原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基础教育

对外合作办学之路，迄今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合作创

办70余所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以“做扎根

的教育”为使命，坚持“人·爱·创新”的核心价值，

坚持“内涵办学、文化办学、科学办学、创新办学”

的策略，努力实现“办好一所学校，带动一个区域”

的目标。成功的合作办学经验、成熟的导引性评估体

系、强大的专家智库支撑，保证了各附属学校办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

滋兰树蕙，雨润神州

盛世兴学，福泽绵长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一体化的十五年一贯体制创新学校，引入国际化校园建筑布局

策略，按照未来教育3.0要求规划设计，并在校园内同步建设北

京师范大学（盐城）教育文化传播中心。学校分两个校区，幼

儿园和小学部位于松江路66号，初中部和高中部位于新都东路

166号，总占地面积2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3万平方米，

总投资10.6亿元。学校实行小班化、精品化办学，初定规模为

138个班，其中，幼儿园18个班，小学48个班，初中、高中各

36个班。2018年9月3日正式开学。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充分依托北师大雄厚的基础教

育资源和教育科研资源，积极弘扬百年名校的优良传统和严谨

学风，努力办成区域优质基础教育新高地、北师大基础教育平

台新标杆。

规范办学 民主治校 科学施教 精心育人

更高定位 更优质量
更多可能 更好未来

教育植根于爱。

教师爱学生，才会用伯乐眼光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对学生充满信

心；才会用父母之心去包容学生的缺点，对学生保持耐心。

教师爱事业，才会有不断学习、追求卓越的动力；才会有思考改

进、创新创造的冲动。

爱，不是教育的全部，但是教育的前提。

只有爱，才能投入爱，才能把自己的青春智慧，把自己的全部力

量，无怨无悔地献给学生，献给教育事业。

只有爱，才能教会爱，才能以自己的榜样示范，教会学生爱身边

的每个人，爱身边的一草一木，从而传承爱，光大爱。

只有爱，才能赢得爱，才能痛着学生的痛，快乐着学生的快乐，

与学生产生心灵碰撞，被学生所爱；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获

得事业上的乐趣和成就，被事业所爱。

没有好成绩不是北师大，仅有好成绩也不是北师大。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核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大力

弘扬仁爱、创新精神，努力为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可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幸福教育的快乐，拥

有挑战成功的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积极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

基本定位
学校——让学生选择教育，使教育适合学生。

教师——因材施教生为本，长善救失育全人。

学生——在实践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提升。

工作措施
抓规律，用理论统一思想，加强学习，指导实践。

抓规划，用目标凝聚人心，整体思考，协同推进。

抓规范，用制度约束行为，依法管理，科学发展。

抓规程，用活动推进工作，追求精致，不断超越。

核心理念
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每个孩子提供最适

合的教育。不搞淘汰，每个学生都不能放弃；面向

全体，所有孩子都分享资源；搭建平台，全体师生

都体验成功。

人无完人，教需全教——基础教育应是全人教

育。基础教育应为人的一生打基础；基础教育应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基础教育要立足现实追求理想。

返璞归真，真教至简——真教育来不得半点虚

假。教育也要打假，教育不赶时，教育需要化简。

以情润之，以文化之——学校应该充满人文情

怀。教育是爱的事业，教师要用心灵塑造心灵；教

育如春风化雨，无需轰轰烈烈，只求润物无声；学

校就是文化“场”，一切融于文化建设之中。

教学相长，师生并进——学校是师生共同成长

的平台。教师的价值追求是成就学生、成长自己；

教师的教育梦想在学生的成才、成功中；学生也是

教师事业的延续、生命的延伸。

以爱育人，办有温度的教育

校园菁菁，书声琅琅，京师共志同仁者，齐聚一堂，求知能于

上达，以天下为己任。

在这里，他们明德知礼，乐学善思；

在这里，他们身心两健，内外兼修；

在这里，他们挑战成功，享受幸福！

越努力，越幸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纵使道阻且长，也能

收获满途芬芳！

岁月如流水，一代代人将在这里驻足、沉淀，又整装重发……

志行万里，不中道而辍足；翱翔九天，将振翅以始终。

在阳光洒下的斑斓里，北师大盐城附校广大师生与未来共舞。

不忘初心，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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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城街道阳光社区广场人头攒动，叫卖声、吆

喝声不绝于耳。原来，阳光社区联合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

团总支心火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了一场“爱心传递 温情

永驻”义卖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各种义卖商品摆放到位，志愿

者忙碌不停，有的卖商品，有的向来往市民介绍活动情

况。爱心小摊前围满了人，有买物品的，还有捐款的。义

卖的各类商品物美价廉，有社区青少年制作的多肉植物、

星空瓶、卡通挂件，还有居民家里的书籍、玩具等，琳琅

满目的物品吸引了不少爱心人士。一位领着孩子的妈妈

说：“今天给孩子买了几本书，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一

起把爱心传递下去。”

“献出一份爱心，奉献一片真情，此次义卖活动的善

款将全部捐赠给‘爱在路上’公益组织。希望更多的市民

关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也希望传递爱心、播撒温

暖的善行一直在继续，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一定会

变得更加美好！”社区志愿者负责人蔡一宏说。

本报记者 袁帆 通讯员 蔡一宏

爱心传递温情永驻

特 写

本报讯 （记者 武 敏 曹梅娟） 近日，记者来到

馥桂名居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只见一台台塔吊伸展长

臂运送钢管钢筋，装运建材的卡车来回穿梭，工人们

分工明确，忙碌有序。

馥桂名居二期工程共 15幢，包含 12 幢住宅楼共

739套、1幢幼儿园、2幢沿街商铺。建筑面积 13.7万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9.7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
万平方米，投资约6亿元。目前，工人们正在进行9幢

和17幢的基础钢筋绑扎、13幢的基础场回填、14幢的

基础垫层砼浇筑等。

“公司目前已投入1.2亿元，从资金上保证施工顺

利进行。”项目负责人张一辉告诉记者，为了提高施工

效率，施工前就材料采购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各种

工程用料都一一按计划落实货源，分批进场，既适应

了施工进度的需要，又保证了材料质量。同时，又引

进了一批设备，配备了 9台塔吊起重机、14台钢筋弯

曲机、8台切断机等，确保各项工作平稳开展、扎实

推进。另外还设立了进度奖励基金，落实实现进度目

标的保证资金，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为提高施工效率，每道工序施工前都有相关负责人

做好技术质量交底，制定实施性强的施工方案。在施工

方式上也大胆创新，采用交叉施工、流水作业、化整为

零、统筹兼顾等方式，实现连续、动态的全过程进度目

标控制，以此调整人力、物力、机械及资金的投入量，

实时优化工序，全力以赴保质量、赶进度。

据了解，世纪新城集团正打足人力、物力和时

间，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年前出正负

零，计划2020年5月份竣工交付。

农行“定制服务”
助 力 种养 大户

步凤镇的种粮大户何永松，最近扩大了粮田，购买

了农资，还投入资金购买了一批设备和技术。他开心地

说：“这都多亏了农行的金融支持，我的水稻亩产量大大

提升。”

何永松所说的“农行金融支持”，指农业银行开发区

科技支行开展的“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服务新模式。

“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是农行针对优势行业、特色产

业、产业集群或成熟专业市场，在前期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为产行业集群中的优质客户群定制整体服务方案，

实施“白名单”管理，以实现小微信贷服务由过去传统

单一、零散的营销发展模式向批量、专业、高效发展模

式转变。凡是列入“白名单”的种粮大户，都能快速、

高效地从农行融资，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为振兴乡村

提供金融活水。

该支行行长陈爱祥告诉记者，自今年6月份开始，通

过调查农户征信、销售贷款比等资质，支行已遴选出 68
名种粮大户进入“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项目“白名

单”，为整个项目开出3000万元的总融资额度，首批为10
户企业投放600万元贷款。

“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只是农业银行开发区科技

支行发展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一个起点。据悉，

该支行还计划为 38 户水产养殖大户量身打造融资方案，

向广大农户“输氧供血”，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推进

农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和产业化经营。

本报记者 武 敏

本报讯（记者 杨柏雯）日前，记者来到雨露花园

二期项目现场，跟随项目负责人查看施工进度，看

到楼体已初具雏形，各类作业车来来往往，粉刷工、

水电工、木工等各司其职，紧张有序，一派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面。

雨露花园二期项目是我区重点民生工程，总投

资 6 亿元，建筑面积 13.8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共 10
幢，住宅共计 852 户。“二期项目于今年 3 月底正式

进场施工，现在 11-13 号楼、15 号楼、停车楼、配

套商业楼都已封顶， 16-18 号楼主体施工已至 23

层，预计本月底完成封顶。下一步，将进行内外装

修和配套设施施工。”项目负责人王昌盛介绍，为确

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项目部加大人员、设备及材

料投入，科学安排，多工种交叉作业施工，切实做

到工序衔接紧密、穿插有序，确保项目建设按序时

推进。

据了解，雨露花园二期项目组不断加强质量安

全把控力度，对工程建筑材料严格把关，将钢筋原

材、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及时送往检测中心进行检

测，检测合格后报验再进入下一道工序。同时安排

专门的工程监理人员和工程师每日巡检，做到质量

有保证，安全有保障，稳步推进序时进度。在施工

现场南门入口处，记者发现，进入施工现场的混凝

土车都要进行过磅，项目现场监理沈昌云一边拿着

游标卡尺测量钢筋直径，一边告诉记者，进入施工

场地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专人检查验收。为

了紧抓工程质量，项目组配备了验收工具包，内有

游标卡尺、靠尺、小锤子等多种工具，严把材料质

量关，认真抓好工程每一个细节，做到精益求精、

万无一失。

雨露花园二期项目

抢抓工程进度 严把质量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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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举行
“双百”活动法治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胡清奇卞黄栋） 12月6日，我区在

开发区实验学校举行第三轮“双百”活动专场法治讲

座，该校近100名师生参加活动。

活动中，区政法委司法处负责人以“法伴青春、护

航成长”为主题，从“法治教育对青少年成长重要性”

“如何让法律为你护航”“做好人生规划”三个方面，深

入浅出地阐述其中的法律道理，教育学生们学法、懂

法、守法、用法，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推进法

治开发区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雅男） 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

法服务保障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全面打造国际

化、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近日，区法

院结合工作实际，出台了《关于为中韩 （盐城） 产业园

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意见》针对产业园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园区建

设、投资贸易、金融稳定、劳动用工、绿色发展等关键

领域，提出了27条切实可行的司法措施，并明确建立专

审专报、便捷审理、多元解纷、调查研究机制。《意

见》要求全院干警充分认识加快推进中韩 （盐城） 产业

园建设的目标和意义，正确把握依法保障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抢抓机遇，精准服务，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推

动中韩 （盐城） 产业园探索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引领

性发展。

区法院出台《意见》
护航中韩（盐城）产业园建设

今年以来，新城街道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增进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图为新城街道邻里节活动中的棋盘对弈。 武敏 摄

□图片新闻

区住建局
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孙健）日前，区住建局在全区建设

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在

各建设项目责任主体进行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聘请安全

专家、检测专家，与局质安站人员一起对全区在建工程

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下发整改通知书25
份、停工整改通知书6份。

下一阶段，区住建局将跟踪督查整改情况，对整改

到位的逐一销号，督促各建设项目责任主体将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专项整治网络订餐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唐丽璇 通讯员 殷荣） 近期，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开展网络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

内网络供餐单位进行调查摸底。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约谈了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

相关负责人，送达《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责任

指导意见》，明确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和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规范第三方平台和网络订餐经

营行为。对平台和商户之间未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未

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

级信息，食品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等问题，执法人员现

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网络平台限期改正。

步凤镇
做好越冬农作物田间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峻山） 针对今年入冬以来雨水偏

多、严寒天气来临的实际，步凤镇扎实做好全镇 7万多

亩越冬农作物田间管理，及时做好防渍防冻工作。

近日，镇农业技术中心技术人员，深入村组田头，

查看苗情、墒情、虫情，开展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冬季

农作物管理中的技术难题。同时，制定预防严寒暴雪等

灾害性天气发生应急预案，做好蔬菜大棚的加固和棚内

蔬菜的防寒保暖工作，减轻灾害天气带来的损失。

大干两个月大干两个月 奋力夺全年奋力夺全年

本报讯（通讯员 季亚婷）日前，区妇联组织步凤镇

全镇18个村（居）妇联主席及镇机关直属单位部分女干

部进行专题学习，提升基层妇联工作能力和水平。

活动中，基层妇女干部共同学习了江苏省妇女十三

大会议精神，对妇联组织今后五年如何开展工作有了更

明确的方向，大家表示将以服务广大妇女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己任，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站在新起点，树立新目

标，汇聚巾帼力量，共筑美丽梦想。

区妇联
组织基层妇联干部专题学习

馥桂名居二期项目

优化施工方案 确保序时进度

（上接1版） 王晓峰表示，中航证券积极抢抓中

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的重大机遇，将在债券融资、

资金募集、产业投资、金融服务等资本市场运作方

面，与盐城经开区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中航证券是中国军工央企集团所属唯一证券公

司，证券业务资质齐全，业务范围覆盖全国。近年

来，该公司致力于“立足航空工业，建设具有综合

金融服务能力、广泛客户基础的、中国军工产业投

融资首选现代投资银行”的发展战略，定位于专业

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实施投行引领的业务策

略，以投行带动整体，打造投行引领的综合金融业

务体系。

东方集团与中航证券达成战略合作

（上接1版）戴荣江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

韩 （盐城） 产业园，为我们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深

化与央企国企的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我区紧扣高

质量发展要求和“两海两绿”发展路径，全力以赴

抓招商，一着不让推项目，为新一轮大发展积蓄新

动能。希望中信正业充分发挥资本运营和企业管理

方面的综合优势，在产业项目、金融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

设，推动共赢发展。

徐龙波表示，当前，我区产城融合步伐进一步加

快，韩风国际文化名城和智尚汽车小镇等一批重点功

能配套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信正业拥有全方位、跨

区域的综合优势，其产业升级、投资服务等定位符合

我区发展实际。希望双方携手并进，深化合作，推动

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城融合发展。

何德剑对我区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取得的成绩给

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韩 （盐城） 产业园规划水平

高、建设速度快，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将以此次考

察为契机，加强沟通交流，谋求深层次合作，促进共

同发展。

戴荣江徐龙波会见来区考察客商

本报讯（严凯发）近日，2018年（第 25批）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拟认定名单公布，我区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名列其中。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推进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对国民经济

主要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创新业绩显著、具有重要

示范作用的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

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天合光能入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拟认定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