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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8月8日~9日，我市乡村小学骨干教师培育
站第一次集中研修活动在实验小学举行。

●8月10日~14日，在市教育局、TIP团队，以
及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联合协作指导下，我
市70位小学英语教师进行为期5天的全封闭TIP
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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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8 月 3 日上午，市区 4 所直属公办幼儿园
2018年秋季招生摇号工作在长江幼儿园举行。

●8月6日~7日，由南通市教育工会主办，启
东市教育局、教育工会承办的南通市教育工会主
席理论研讨县（市、区）组2018年第二次活动在
我市举行。

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陆续开
学，顺利走进大学校门，是贫困大学生们
最大的心愿。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是国家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
学费和住宿费问题而实施的教育惠民政
策，暖心政策圆了贫困学生的大学梦，有
效地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阻断了贫
困代际传递。8月1日起，在市教育局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前来申请办理生源地
助学贷款的学生络绎不绝。网上申请-审
核材料-打印合同-打印受理证明整套
贷款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今年我是首贷，贷了8000元，学费

跟住宿费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在学校
可以安安心心学习了。”今年刚考上南京
理工学院的龚同学办理完助学贷款手续
后激动不已。

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实现大学梦，市教
育局学生资助中心根据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的安排部署，自2008年实施信用助
学贷款以来，在每年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工
作中，周密部署，统筹安排，扎实认真做好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一惠民政策。

据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被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
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

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
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
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
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
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
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
学士学生，为启东籍家庭贫困学生均可
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
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
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 元，不低于
1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
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总和确定；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
准总和高于8000元的，按照8000元确
定。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申请贷款额度上限为12000元，
其他规定同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另外，属于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市特困职工
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
儿、残疾学生、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
家庭子女，可直接前往教育局学生资助
中心办理贷款手续，无需进行家庭经济
困难认定。助学贷款办理时间从8月1日
开始，至9月底结束。 （市教育局）

我市启动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

圆上寒门学子的大学梦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精准扶贫”的重大举措，
是认真践行“不让每名学生因贫困而辍
学”的重要手段，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的惠民政策。自2008年
以来，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共签订
1765笔合同，惠及学生1100多人，累计
发放贷款1055.52万元，为广大启东籍贫
困大学生解决了燃眉之急。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

审批和发放。首次贷款的时候，借款学生
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教育局学生
资助中心办理。续贷的时候，借款人或共
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相关材料到教育局
学生资助中心办理即可。

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贷有四个步骤：
一、网上填写申请表。登录学生在线服

务 系 统（http://www.csls.cdb.com.
cn），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款人基
本信息，提出贷款申请，打印《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并签字。
二、家庭经济情况认定（针对未预申

请的学生）。预申请的学生、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
市特困职工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孤儿、残疾学生、革命烈士或因
公牺牲军人家庭子女无须家庭经济情况
认定，直接办理。未预申请的学生须到其
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社区）政府部
门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并加盖公章。

三、前往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提交
材料。需提交的资料有：1.借款学生与共
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2.录
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1
份；3.户口簿原件；4.借款学生本人签字
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申请表》原件。另外，如果借款学生及共
同借款人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
双方户口簿原件。

四、前往高校录入电子回执。申贷学
生持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受理证明》前
往高校报到，并请高校资助中心老师于
当年10月10日前录入电子回执。

（市教育局）

启东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贷流程

8月15日上午，南通“江海阳光·慈
善·福彩助学”活动十年回望暨2018年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
举办，下午，启东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的朱峰峰老师从南通赶回启东，牵
头召开启东市受助学生助学金集中发放
仪式，共为14名应届高考毕业生送去每
人5000元的助学金。

十年阳光助学，一路育人兴邦；十年
默默奉献，大爱德耀江海。“江海阳光·慈
善·福彩助学”活动已进行了10年，项目
开展至今，已资助10批共2298名大一新
生走进大学的校门，资助金额达967.82
万元。据了解，十年来，国家资助由无到
优，从有到优，资助学生近8亿人次，资助
金额1万亿元，它陪伴寒门学子一同成
长，本着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
而失学的原则，坚持把资助落到实处。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
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国家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各个学
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积
极困难学生全覆盖。在高等教育阶段，更
是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三不
愁”，即入学前不用愁、入学时不用愁、入
学后不用愁。具体政策：在学前教育阶

段，按照“地方先行、中央补助”的原则，
各地因地制宜确定学前教育资助政策；
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即免
除学杂费、免费教科书、贫困生生活补
助；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以国家助学
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4类学生
免学杂费、地方政府资助项目为主，学校
资助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中等职业
教育中，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主，学
校资助、社会资助和顶岗实习为补充；在
本专科生教育阶段，实行“奖贷助勤补
免+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资助；在研究
生教育阶段，全面享受本专科生政策，奖
助学金标准更高。

“江海阳光·慈善·福彩助学”助力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圆梦”，为寒门学子插
上梦想的翅膀，我们坚信，这些受到资助
的学生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将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我们更加坚信，
助学之于社会，温暖的是学子，放飞的是
希望，照亮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向善、向上
之心。 （袁伶 黄佳楠）

南通“江海阳光·慈善·福彩助学”2018年助学金集中发放

14名启东学生每人获助5000元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地址：启东市长江中路723号 邮政编码：226200 联系电话：总编办83128890、事业部83128870、快报部68263873、管理部83128810、采集部68263322、编发部83128820、广告部83128807

“等我长大，我要去一次敦煌。”
我郑重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对

一个素未谋面的地方作出年少时的承诺。
佛曰：万事皆有因果。那样一个稚嫩

却坚定的梦想背后定然隐藏着一缕似有
若无的丝线，连接一份梦想、一次惊艳。

想来，它就是有这样的魔力。那天，
我第一次与它相遇，不加修饰的名字载

着厚重与纯粹，待品完整首曲子，才隐
隐悟出作者的昂扬自信。是啊，一首不
被大众熟知的纯音乐，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音乐人，却有这样的勇气仅以“敦煌”
二字作为乐题，该是那位作者自信她作
品的魅力担得起这样厚重的字眼，便无
需哗众取宠。一曲《敦煌》，虽不激昂，却
震彻了我的心房；一曲《敦煌》，全篇无

词，却传承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一曲
《敦煌》，一曲这样的《敦煌》，当然有资
本吸引我品它千遍万遍，断不厌倦。

初听，是一种迷惘，一份与现代电音
格格不入的时代感。复品，曲子由平淡却
暗蓄情怀到乍然却毫不突兀的急波涌
起，高潮顿出，沉重中又有几欲飞天的恣
意洒脱，似乎历经繁华过后，一切尘土相

归，歌曲在沧桑中归于宁静。曲终，意犹
未尽，意散，尤待再品，品后，千遍不倦。

初邂逅，掠过惊艳；再品味，一丝震
撼；千百遍后，是深沉的思考，对古老文
化的向往，对沙漠深处的期待，对去日
辉煌的追忆，对历史现状的好奇……

一曲《敦煌》，品它千遍，品得岁月
无痕，品得千帆过尽后时空不复，品得
对自然的叹服和对历史的敬畏，品它千
遍，也不厌倦。

东南中学 季霄雅
指导老师 黄霞

品它千遍也不厌倦

丝绸之路，不知何时诞生在了脑海
中，随着岁月的游走，不知不觉，它变成了
一份向往。如今，它也应被释放。而望向车
窗外倒流的景色，脑中的记忆又有了生命。

Day1~Day2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启动，

载着我对丝路的向往，鸣着汽笛启程。
两千五百公里，三十六个小时，午

夜十一点。颠簸，嘈杂，令我身心疲惫，
却被途中从江南水乡的柔情似水到荒
漠戈壁所独具的野性美深深吸引。不经
意间，心灵已被净化、升华。

Day3
西北的阳光似一位妩媚却内敛的

美人，伴随着她跨越千年，回到了昙花
一现的隋、歌舞升平的唐、粗犷雄放的
元，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在莫高窟里悄然
重生。

莫高窟拥有着近八百个窟洞，虽有
相似，却无相同，一座座祠堂，千佛壁
画，倒斗屋顶，水莲三兔画，还有那无拘
无束的飞天、不怒自威的佛像，我知道，
这是古代工匠一凿凿刻下的印记，画师
一笔笔涂抹的痕迹，僧人一次次跪拜的
烙印，这一切，独一无二。

下午匆忙赶到鸣沙山，又是一番别样

的景致。细碎金沙，璀璨阳光，交相辉映，
流金万丈，不觉间，心生几分崇敬与憧憬。

深一脚浅一步攀爬上山，眺望远
方，恍惚间，看到了月牙泉，似沙漠的
眼，美丽而神秘，绽放芳华。

Day4
西北的小雨，似有几分江南的柔

情，缠绵啊、悱恻啊、多情啊。
来到嘉峪关，信步走向关门，仅仅

只是一眼，雄伟的身姿已烙印在脑海，
不愧为雄关之称。

门口有几位士兵，长袍甲胄手提银
刀，一瞬间，梦回千古——来往的商人、
旅者，战士在一个个的盘查，防止不法
之徒危害到百姓。不用多时，便到了关
上。走在古朴的道路上，感受着脚下升
起的戍边战士魂灵传来的力量，热血沸
腾，眺望，瞻仰那些为国奉献的英姿男
儿，铭记那些守卫祖国的伟岸身影。

Day5
穿过荒漠，来到了“隐世科技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首先，便在航天历史

博物馆游览一番。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初期，人民领袖毛泽东分析了严峻的
国际形势，望着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处于
被众多科技大国虎视眈眈的地步，萌发
了中国的国防梦、航天梦，提出了“两弹
一星”的崛起计划，而这个计划改变了中
国，也创造了东风航天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直到现在，它依旧发挥着独属
于它的光和热——“神舟”家族、“东风”
系列、“高分”、“悟空”、“墨子”等等。

参观了中国航天历史博物馆，用过
午餐，迎接我们的是一场讲座。老师如
潺潺流水般的声音，将对于祖国的热
爱，自豪，骄傲，熔铸进了我的心，让他
的颜色更加艳红。

我想，这里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发
源地，也是中国的航天精神的起源地，
中国精神的标杆。

Day6
今天来到了丹霞地质公园，在这

儿，我再次领略了造物主的神奇。
红色砂砾岩积压形成的酒红山脉，

在造物主的抚摸下变幻，经历了数千亿
年的风吹、雨淋、日晒。

睡美人曼妙的身姿，众僧拜佛的虔
诚，灵猴观海的凝望，这一切，令人痴
迷、沉醉、迷失、升华。

Day7
仿佛就在昨天，才开始旅行。但是

现在就要离开，而在这之前，我们去拜
访黄河，踏上中山桥，参观水车园，瞻仰
了黄河母亲雕像。这一切，让内心蕴含
的热爱祖国的种子，萌芽，生根，破土，
成长。

End
领略莫高窟，征服鸣沙山，眺望嘉

峪关，探访东风城，游走丹霞山。满载着
硕果而归，这一切，也永远像一部电影
吧，在我脑中循环播放。我期待着走向下
一站，而现在，我想在这一站回忆风景。

折桂中学 晁子轩
指导老师 胡春美

茫茫丝路行

我市2018年外来务工子女
义务教育报名工作拉开序幕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8月16日~17日，外来务工子女新学期入学报名工
作正式拉开序幕。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名工作全
部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避免了群众长时间排队的情
况，极大地提高了报名工作的效率。

为确保本次网络报名的顺利进行，市教育局的工作
人员一大早守候在市行政服务中心报名窗口，为广大市
民提供报名服务。由于是下雨天，大部分家长选择在家进
行网络报名，但还是有很多家长来到行政服务中心教育
局窗口，在窗口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手机顺利完成报名。

对于新生入学网上报名的新形式，很多家长还是“大
姑娘上轿，头一回”。“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点击报名
即可。”成为网上报名最简洁的宣传语。家长们在感到新
奇的同时，也在感慨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网上报名既减
少了人工成本，也大大弥补了纸质存档由于年代久远容
易丢失、损坏等各种不足。同时，随时随地网上报名，轻轻
松松在线审核也给身在外地的家长带来很多便捷，无须
排队、足不出户就能轻松给孩子报名上学。

截至16日晚8时，后台数据显示，共有9000多位
适龄儿童通过网络参与报名，学生和家长纷纷对今年
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表示认可和赞许。 （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