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上午，全市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现
场推进会在南苑中学召开。全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校长（园长）、职能科室负责人，以及公安、城
管、市管等部门分管负责人共300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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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玉叶 组版：董乐天 校对：吴佳玲 联系电话:83128820

05http://www.qidongnews.com
2018年11月16日 星期五教育

第19期2018年

启 东 市 教 育 局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 联办

·教学心得· ●为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消防意识，提高自救
防范能力，11月9日，南苑小学、西宁幼儿园等学校
开展“119消防安全月”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为提高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的实效
性，促进全市中小学校的合作与交流，
近日，市教育局在近海小学举行了以
提高课堂实效为主题的小学体育课堂

教学研讨活动。全市各地各小学25位
专职体育教师展现了各自的教学风采。

本次教研活动涉及篮球、足球、弯道
跑、投掷与立定跳远等不同课题，参加比

赛的老师们精心设计、充分准备、科学训
练，体育课堂与素质教育进行了有效融
合。同时，他们清晰洪亮的口令、得体大方
的姿态，准确规范的动作，扎实的专业素

养使课堂上的学生们热情高涨。整整一天
的活动，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师生出色的
表现博得了听课教师的阵阵掌声。

赛后，市体育教研员郭素军对各选
手的课堂作了点评，把自己对课的理解、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抛出来，供大家思考、
学习，这种积极探讨、踊跃抛出自己观点、
建议的研讨活动，让赛课老师们受益匪
浅。与其说是一次教研活动，不如说是一
次思想的碰撞、理念的交流、实践的展示、
教育情感的交流。 （李锋华）

2014年12月，原启东市体育局合并
入启东市教育局，成为启东市教育局挂
牌机构。近年来，以建成“江苏省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为目标，全体体育人
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群策群力，2015年
底基本建成“功能明确、网络健全、城乡
一体、惠及全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成功创建江苏省第二批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示范区。

完善规划布局 实现健身点全覆盖
市教育局借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广

场舞健身锻炼之热潮，在多部门共同努
力下，截至目前，建成以广场舞为主要依
托的“晨晚练健身点”898个，实现296
个村居全覆盖，其中115个村居实现了
网络全覆盖，常态化参与活动超过3万
人，全年开展各类活动5000多场次，辐
射和服务群众逾30万人。

为进一步完善布局，努力实现健身
点的全覆盖，近年来，市教育局建成了
使用大型主题体育公园——丁仓港体育
公园。该体育公园南北长约4000米，
东西宽约75米，占地总面积约32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1亿元。同时还大力完
善城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建设。每年
在城区新建10条健身路径，缓解了日益

增长的居民健身需求与健身设施相对缺
乏的矛盾。同时，不断配合住建部门做好
健身步道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一年
来，由公园绿道、滨河绿道、景观绿道
组成的绿色慢行步道新增5.2公里，目
前市区已建成步道55公里。切实抓好
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一系列
措施的建立完善，大大提高了学校体育
场地利用率，有力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
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市民身体素质和健
康水平。

规范社团管理 健身活动蓬勃展开
2016年至2017年，市教育局坚持

开展“社团规范年”活动。目前我市拥有
足球协会、瑜伽协会、健美协会、风筝冲
浪协会等体育社团39个，民办非企业单
位11个，成功创建了江苏省级体育健身
俱乐部1个（善成小学羽毛球俱乐部）。
不同项目的体育社团基本满足了广大健
身爱好者的需求。

今年以来，全市各体育社团先后组
织开展了“红红火火过大年”系列健身活
动，“启东市2018年庆元宵万众健步走
暨第二十一届全民健身节”，第十一届老
年人体育健身节，自行车嘉年华（环启东
全境一周168公里），足球赛、瑜伽日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太极拳、木兰
拳、空竹、轮滑等协会积极参加省市各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再培训学习，进一步
丰富了自身现有的健身项目。截至目
前，我市已有空竹协会 、轮滑协会、
太极拳、跆拳道等9个市级体育社团进
入校园正常开展活动，充分发挥了社会
体育指导员在科学健身中的指导作用，
让广大的体育指导员在学生阳光体育活
动中彰显活力凸显作用。今年，海复小
学排球队获2018中国小学生气排球联
赛亚军，汇龙中学获得了2018年南通市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组）一
等奖。

赛事接连上演 城市知名度提升
近两年来，我市继续坚持政府引导、

社会办赛、市场运作的原则，充分借助
启东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将体育与文
化、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以体育彰显文
化，以体育助推旅游，力争以人文自然
特色促赛事举办，以体育赛事促旅游发
展、文化繁荣，让全市人民在接连举办
的高规格赛事中，切身感受到日益提升
的城市地位，增强群众信心，为进一步
提升启东的城市形象和对外知名度作出
积极贡献。

今年 7月，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
动管理中心、江苏省体育局、启东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2018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
（启东站）在启东恒大海上威尼斯举办。
活动为期7天，吸引了来自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的4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去年9月，由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承办的启东圆陀角国际铁人三项赛在圆
陀角举行。赛道上迎来了自英国、美国、
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中国本土数百名
选手一起参与“铁三”盛会。去年10月，
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圆陀角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主办的第二届启东圆陀角风
筝冲浪国际邀请赛在启东黄金海滩举
行，来自中国、法国、德国、加拿大、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的5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启东市搏击协会在启创立了“FKI国
际搏击王争霸赛”，连续举办了七届的“环
启168KM”自行车挑战赛，成为启东的特
色品牌赛事，参与人数逐年递增……各项
高水平赛事纷纷落户启东，为促进启东正
蓬勃发展的体育旅游产业提供搭建了一
个新的战略平台。融时尚、阳光、动感为一
体的沙滩排球与我市特有的迷人景观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市教育局）

强化体育惠民 增进人民福祉
我市体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碰撞思想 交流理念 展示实践

全市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研讨活动举行

站在岁月的门槛上，回眸教育，26
度春秋风华，如绚烂的烟花定格于记忆
的画面，散发着熠熠的光彩。

那一年，一个稚气未脱，充满朝气
的女孩，梳着刘海儿，穿着蓝色背带裙，
洁白的跑鞋出现在讲台，脸上带着阳光
般灿烂的笑容。她热切地望着台下几十
双澄澈如水的眼睛，有些惶恐，有些忐
忑，脸颊上悄悄飘来一朵红云。她假装
咳嗽了下，迅速镇静了片刻，用最柔软
动听的声音触及到每个幼小的心灵深
处，自然地着落，静静地生根、发芽。

那一年，她十八岁。
那一课，是她的第一堂课。
那一批孩子，是她的第一届学生。
从此，偌大的校园见证了她和孩子

们在一起耳鬓厮磨的美妙时光。
春晓时分，他们读舒婷的诗，读着

读着，孩子们的眼睛亮了，笑涡深了，他
们眼前仿佛展现了一片广袤无边的草
原，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一个千姿百
态的春天……

夏日黄昏，他们一起背诵泰戈尔的
《新月集》《飞鸟集》，时而变作朵朵金色
花，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时而化作一艘
艘帆船，帆船里载满追梦的孩童……

金秋时节，他们手牵手走进五彩斑
斓的大自然，摇桂花、赏菊花、捡落叶、
放风筝……她慈爱地看着孩子们在草
坪上，或躺着，或趴着，或打滚，或小狗

爬……她开始旁若无人地大声读童话，
渐渐地，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向她
靠近，凑拢，静静地听得入了神。从此，
孩子们都爱上了阅读，他们静心阅读时
的专注神情，是她看过的最美的姿态，
那晨风中飘来的清脆甜美的经典诵读，
是她听过的最美的声音。

寒冬腊月，他们在阳光下奔跑，小脸
涨得通红通红，欢乐的笑声在操场久久
回荡。回到课堂，她领着孩子们在诗意盎
然的语文世界里穿行，孩子们小手如林，
明眸若星，笑似银铃，声赛黄莺。他们一起
尽情地遨游于文字的瀚海，聆听生命拔
节的成长，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

在她孜孜不倦的引领下，她所带的
班集体屡屡被评为市先进班集体，她也
被评为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六年一个轮回。看似多么漫长的六
年，却总是转瞬即逝。每当送走一批孩
子，她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似的，忍不住
会惆怅、思念好一阵，直到又迎来一张
张稚嫩的新面孔。在这来来去去中，她
白发渐生，体态臃肿，青春的影子渐行
渐远。然而，她的美好初心却矢志未变。

既然选择了峰顶，就要努力登攀；
既然抛弃了幻想，就要脚踏实地；既然
投身钟爱的教育事业，就要尽力而为。
所以，她不满足于只做个教书匠。她要
做雅斯贝尔斯笔下的那棵树，那朵云。
她开始注重提升自己的阅读素养和写
作水平。她深信，唯有爱阅读爱写作的
老师，才能带出一群同样爱阅读爱写作
的学生。在与孩子们的真诚相处中，她
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积累了大量丰
富的素材。她领悟到，阅读和写作也是
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对她意味着拥
有安静美好的内心世界、从容不迫的人
生态度、独立不拘的思考方式。有了文
学的滋养，教育生活也充满了“张力”，
变得更加从容，更加富有诗意。

有了大量的文稿积累，出书便成了
水到渠成的事儿。在她四十芳华那年，
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此后一发不可
收拾，两年后，她又连续出版了第二本、
第三本散文集。直至今日，她一共出版
了五本散文集。那一年，她光荣地加入
了江苏省作家协会，还有幸成为《教师
博览》《文苑》杂志的签约作者。文学，让

一个“小语人”走得更远。从此，她的世
界多了一扇窗，窗里窗外都是风景。她
也成了孩子们特别崇拜的校园作家老
师，纷纷以她为榜样，爱阅读勤写作，各
种报刊成了孩子们练笔成果的展示台。

细数几十年人生路，谁的青春不曾
轻狂，不曾迷茫呢。庆幸，她一直都在成
长的路上，记忆向左，青春向右。感谢教
育，让她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时光宝贵的
印痕；感谢文字，令她步入了写作的青
春殿堂；感谢可爱的小朋友，让她重新
定义了青春的内涵。

如果可以，她愿意一辈子和孩子们
在一起，大手牵小手，开始一段美丽的
生命之旅。她要在那些稚嫩的心田里播
下一颗颗良善、诗意的种子，让太阳花
开满孩子们的心房。她要在孩子文化生
命的起点上，尽她所有的专注和专业，
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梦想，丰富他们的想
象，启迪他们的心智，温暖他们的感受，
让优美的汉语文化之光照亮孩子们成
长的天空。

美好初心伴我成长
启东实验小学 黄丽娟

奥赛中心志当远
不待扬鞭自奋蹄

启东中学奥赛中心汇报发言摘要
一、本届创新班概况
本届高三1班是学校第一届创新班，共46人。他们

从初三下半学期进入我校开始，利用1个月时间结束初
中课程，在高中课程进行3个月之后，开始选苗组建奥赛
队。本着“以个人兴趣为主，教练导向为辅”的原则组建了
数理化3个奥赛队伍，分别由三位富有多年奥赛经验的
教练徐晓勇、黄鹤松、俞向阳带队辅导。其中徐晓勇，是该
班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教务处主任；黄鹤松是奥赛中
心副主任，物理奥赛教练；俞向阳是数学奥赛教练。

二、两年的奥赛历程
1、校长室的大力支持和奥赛前辈的悉心扶持
学校领导班子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到学科竞赛在

培养优生、名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如既往地重视竞
赛工作。校长室总体谋划、全方位部署，经常召开教练
员会议和学生座谈会，时刻关注形势，全力以赴支持，
极大地调动了教练们的积极性和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学校奥赛底蕴深厚，拥有一支本领过硬的奥赛团
队，其中的4位金牌教练：钱宏达校长、王建忠、曹瑞彬、
吴伟丰主任，时刻不忘对年轻教练的传帮带,率先垂范，
使启中奥赛人严谨踏实、勇于创新的精神薪火相传。

2、行之有效的辅导模式
两年来，我们以校内辅导为主，校外辅导为辅，结

合学生自主学习，三者融为一体，比较圆满地实现了既
定目标。

校内辅导由各位教练全面负责，是奥赛进程中最
重要和艰辛的部分。高一上半学期高考和竞赛内容双
管齐下，半年结束高中课程。接下来1年里教练们的工
作更加繁重，不仅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对竞赛学生的
专题辅导中，主要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时间辅导，还要兼
顾非竞赛类学生每周一至周五的日常教学工作。1年
之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竞赛队伍中的尖子生停掉其
他所有课程，专攻竞赛，直至参加全国竞赛。

校外辅导是校内辅导的有效补充，可以使学生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竞赛队伍中的尖子生在高一寒假、
高二暑假会参加由奥赛权威机构在大学里组织的培
训，接受奥赛总教练的指导。高二暑假还会参加全国中
学生奥赛高端培训---“北大暑期课堂”，

两年来，我们的教练几乎没有休息日，始终站在奥
赛的第一线，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他们需要不
断钻研大学教材和竞赛教程，积极探究高效的辅导方
法，还要始终关注、研究优秀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确
保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18年的暑假，奥赛教练们不是
在教室就是在实验室辅导学生。

三、令人欣喜的阶段性成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刚刚结束的第35届全国中学

生物理竞赛中，我校有5位学生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
奖（省级赛区），其中陈泊任、施童耀同学入选2018年江
苏省物理奥赛代表队。在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
赛中，我校有6位学生获得全国化学竞赛一等奖（省级
赛区），其中石丰铭同学以省选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入选
2018年江苏省化学代表队。

四、任重道远的下阶段工作
收获的喜悦还未散尽，我们的教练就已经开始了

新一轮的征战。
10月14日，黄鹤松主任带领校高三4名物理国一

奖的学生参加了“北大金秋营”，其中施童耀同学已经
和北大签约，获“本一录取”资格，享有这种资格的人全
国只有20人。陈泊任同学如果在接下来的全国决赛中
能进入前150名，也能获“本一录取”资格。施童耀、陈泊
任两位同学目前正在参加省队集训。10月26日，徐晓勇
主任将带领化学国一奖的5名学生参加“北大金秋营”
和清华大学的“化学体验营”，也有望取得好成绩。

学生进入省队，我们无比喜悦。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
的竞争更加激烈，我们的教练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和引领，
一如既往地耕耘和奋斗。在90周年校庆典礼即将举行之
际，我们定会力争冲出省队，进入国家集训队，乃至国家
代表队，摘金夺银，继续谱写启东中学奥赛史光辉的一
页，再次为启东教育增光。

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海复小学承办
的 2018 启东市“渤大花卉”杯中小学生排
球、气排球比赛在海复小学体育馆拉开帷
幕，全市共有12支中小学生队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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