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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欣美

9月9日临近黄昏，在近海镇爱民村9
组，正准备生火做饭的村民袁天治，在村干
部和左邻右舍的目光注视下，手足无措地
起身又坐下，脸涨得通红。他感觉“中了埋
伏”，没想到，说好的家访却成了“说亲”，村
干部跟他拉了会家常突然就换了话题。

今年属马的他，第一次有人主动上
门提亲， 架不住大家的鼓励催促，袁天
治终于行动起来了。虽然眼神不敢直
视，还是壮着胆儿加了对方的微信。“我
们是好友了，以后常联系。”得到对方肯
定的回答，袁天治喜上眉梢。“感觉像做
梦一样”，他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原
来，不是做梦。”

袁天治今年30岁，母亲患有糖尿病
并发症已动了2次手术，需要常年服药，

父亲没有一技之长，以种田为生，全家年
收入不足万元。看不到未来的袁天治像丢
了魂，整日愁眉苦脸，终日以床为伴。

日子到底有多艰难？家里来客，因为
没钱买鱼买肉，最好的菜就是炒鸡蛋，因
为鸡蛋是自家养的鸡生的；隔天能洗一次
自来水烧的热水澡，就是享受了……

转变发生在2017年4月份。有一天，
家里突然来了个“客人”——村党总支书记
黄建兵。黄建兵属于父辈，拉着袁天治的手
说了很多知心话，更带来了解决燃眉之急
的扶贫政策。袁天治一股脑儿地将自己的
心酸倒给这位“老伯”，眼泪止不住地流。

逢年过节，米油一袋袋往家送，袁天
治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收下。村里联
系落实村企对接单位上班，他学会了车床
工技术。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工作一年工
资就加了2次。

“你看，去年我在园区一厂里干活挣
到了4万多元，4万多元啊,这以前哪见过
这么多钱!”袁天治拿着小本本，一点一点
算起了“致富账”。

各项扶贫的利好政策也一项项落实
在袁家。村里联系单位为他父亲安排了工
作；相关部门为其母亲办理了重残补助，
一年有8000多元的补贴……“更感动的
是，村里还想办法联系挂钩单位市财政
局，为我家每季度送温暖。”袁天治说着说
着，脸上笑开了花。他说，每天生活安排的
满满当当，压床板的时间没了。去年12
月，袁天治一家脱贫了。

生活改善了，感情上也有了收获。由
于工作稳当，小伙子长得也不赖，周边邻
居、亲戚朋友说媒的还真不少。前些天，黄
建兵跟袁天治约定去他家走访，并笑着暗
示“要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于是，就

有了一屋子人帮袁天治说媒的一幕。
袁天治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珍惜、

感念“挖井人”的恩情。“等哪天结婚了，我
请大家喝喜酒。”小伙子现场夸下了海口。

“那就一言为定，到时大家都要准备
红包，不能白吃!”当天晚上，黄建兵在村
干部工作群里发出了这样一段话，“巩固
脱贫成果任重道远，贫困户脱贫摘帽后，
我们不摘责任、政策、帮扶和监管，将继续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巩固提升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引导群众自助脱贫，有效防
止返贫。”

此话一出，迎来一片点赞。

袁天治相亲记

南阳镇在沪举办创新创
业环境推介会

推介启东名片
实现合作共赢

本报讯 日前，由南阳镇人民政府主办，火炬
孵化集团、上海科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协办的

“2019启东市创新创业环境推介会”在上海博济科
技园举行。

会上，南阳镇招商局相关负责人从启东发展质
态、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创新创业等方面推介了启
东的六张名片，特别是对人才引育政策作了解读。

“东疆英才”获奖代表、江苏丰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礼国介绍了从项目签约、选址到落户的整
个过程，诠释了“才汇东疆 智启未来”的营商环境。
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为启东泽厚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颁发营业执照，该公司此前获得我市创新创业大
赛一等奖。

推介会上，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骨水泥防渗
漏手术器械等5个创新创业项目进行了路演，这些
项目负责人代表纷纷表示将来启实地考察，实现合
作共赢。 （陈天灵）

教坛追梦人教坛追梦人

本报记者 蔡樱子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把广式月饼做
好，四人一组，换好衣帽后先把桌子擦干
净，称摆好。”9月6日下午，在市特殊教育
学校烘焙教室里，黄菊老师带着她的学生
们进入了快乐的烘焙课程。

“月饼皮30克，馅20克，分量一定要
足，分完之后分别搓圆，然后把馅包入皮
内，裹上面粉用模具压成型，老师先示范
一下。”黄菊的脸上沾上了不少面粉，在她

的手把手示范下，一只只小月饼整整齐齐
地摆好，刷好蛋液就可以放入烤箱了，孩
子们的脸上满是欣喜和期待。

“把特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这是黄菊经常说的一句话。从1993
年踏入工作岗位以来，她一直以此为目
标，用积极乐观的心态脚踏实地努力工
作，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刚到学校的时候，黄菊被安排在聋哑
班教学。教学沟通要借助手语甚至所有能
想到的肢体语言，普通孩子学一遍就会的
内容，特殊学生要教三五遍甚至更多。孩
子们年龄小，缺乏语言交流，接收的信息
量又比较匮乏，辨别是非能力差，从接手
的那一刻起，黄菊就开始着力培养学生的
学习、纪律、卫生等习惯。

她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
划，进行个案教学；利用晨会、班会，以及
校内外的各类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八礼四
仪”、学习法律知识、学习为人处世的道
理；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挖掘他们的特长。
经过黄菊耐心细致的教导，学生们慢慢地
变得热爱学习、遵纪守法、文明守礼，有了
各自的兴趣爱好。她所带的班级的三名学
生在2018年全国汉字输入大赛中分别获
得特殊组第一、四、六名。在2018年南通
市残疾人运动会上，班里的学生作为主力
运动员获得团体一等奖。

2017年，学校把培智职高班的职业
教学内容更改为烘焙教育，在缺少专业职
业老师的情况下，校领导把这项艰巨的任
务交到了黄菊手上。在缺教材、缺经验、缺

设备的情况下，黄菊利用休息时间了解掌
握烘焙的专业技能，学习烘焙的专业知
识，观看烘焙教学视频，并反复动手实验
操作，试做各种烘焙产品，并利用两个暑
假的时间去浙江烘焙培训学校学习专业
烘焙课程，从而使自己的烘焙专业技能达
到了教学水平。

在学习进修的过程中，黄菊编排了适
合学生职业发展的烘焙校本教材。短短两
年时间，黄菊和她的学生们制作的烘焙产
品在校内外举行了多次义卖活动，受到了
一致好评。黄菊说，在烘焙课程中，学生们
不仅有了新的体验，更多了一项生活技
能。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找到了快乐，学
会了合作，为将来融入社会打下了基础。
希望这些折翅的小天使再度起飞。

从事特殊教育26年，黄菊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挖掘他们的特长，用爱温
暖着孩子们的心田——

让折翅小天使再起飞

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培训会召开

坚持边学边改
抓好专项整治

本报讯 9月9日下午，我市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会，对全市所有参学单位
进行集中培训。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央第二批主题教育指导意
见学习提纲和部署会精神，传达了省委和南通市委
培训会相关要求，对当前要做好的十个方面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要扎实做好启动准备工作。吃透精神、
把准要求抓紧学，组建机构、制定方案抓紧动，同时
抓紧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为主题教育打好组织基
础。要务实管用进行谋划设计。把握好四项重点措
施之间、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规定动作和自选动
作、中心工作和主题教育的“四对关系”，主动深入
谋划。要紧扣主线纵深推进解放思想。在新思想的
引领下持续深化思想解放，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认真研读规定书目，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学习
和调研成果，上好专题党课。要用好典型引领这个
方法。深入挖掘、宣传一批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
作为的先进典型，注重用好身边典型。要坚持边学
边改、即知即改。抓好专项整治，对调研发现的问
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巡视巡察反馈的问题等，
列出清单，逐项整改。要发挥好一把手的关键作用。
对照即将下发的主题教育3张责任清单，落实好一
把手职责。要花大力气抓实基层支部。结合“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落实好“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要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
和工作指导。下属党组织比较多的单位，可参照组
建指导组，对基层党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情况进行指
导。要继续开展过程评价、跟踪问效。采取“四不两
直”和“三个随机”的方式进行抽查，对参加单位主
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判。要注意防范风
险，特别是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市委主题教育
办公室将定期编发《简报》，重点宣传典型经验，督
查通报工作。 （黄欣美）

南通市领导
来启视察
查看通吕运河沿线污水

管网建设情况
本报讯 9月10日下午，南通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姜永华带队来启视察通吕运河启东段整治
工作。市领导汤雄、石光辉参加活动。

姜永华一行详细听取了通吕运河沿线污水管网
工程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为吕四港镇2019年重点
建设工程，总投资约2500万元，在通吕运河北侧沿
S335线布置，西起启海交界，东至大洋港，总长5.8
公里。目前，该工程已完成施工工程量的 70%，将于
年底建成启用，届时将从根本上治理沿线生产生活
污水入河现象，有效改善通吕运河水质。

姜永华要求，启东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
下，强化标准意识，提升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工程早日完工；要加大截污纳管力度，不断提高运
营水平，确保工程发挥实效；要加强宣传教育引领，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同保护水环境，形成人人
参与、人人响应、人人得益的良好局面。（黄燕鸣）

本报记者 黄晓燕

秋韵荡漾惹人醉，杏坛诗话传万家。
9月10日晚，市少年宫内灯火通

明，座无虚席，“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弘扬新时代尊师风尚”启东市第35个
教师节庆祝盛典在这里举行。王晓斌、顾
云峰、孙建忠、汤雄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
席活动。

晚会在歌曲《感恩传递大爱》中拉开
帷幕，悠扬的旋律，赢得台下掌声阵阵。
晚会分赤心芳华灼耀杏坛、德能双馨为
人表率、尊师风尚弦歌不绝、激情如诗向
梦未来四个篇章，61名个人（群体）优秀
教育典型受到了表彰。

三尺讲台，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传
承着人类的文明；埋头伏案，挑灯备课，
孜孜不倦，诠释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
业。这一份工作也许平凡，但它的意义确
属伟大。为了建立良好的班风，为了每一
学生的成长，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用智慧之性灵书写着自己的教育神话。
从19岁踏上三尺讲台起，紫薇小学教师
龚波教了30年的小学语文，也担任了30
年的班主任。30年来，龚波不忘初心，坚
守阵地，坚持“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
的教育理念，当好每位学生的守护者，静
待花开吐芬芳。“我身边的许多班主任都
和我一样，每天为了孩子们在忙碌，但我
们也是一群幸福的人，每天和孩子在一
起，感受着他们的天真，见证着他们的成
长。我会继续陪着孩子们学习、生活，努
力做一个与时俱进、更有活力的孩子
王。”荣获2019年十佳班主任的龚波老
师如是坦言。

铁肩担教育，丹心谱华章。他们肩
负国家、民族、时代与人类的使命，为
学校师生营建最适合成长发展的幸福园
地，让文化滋润文化、让生命点亮生
命、让未来成就未来。从风华正茂到不
惑之年，海丰镇小学校长沈燕扎根在乡

村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把人生最美
好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农村娃。

“获得‘十佳校长’这个殊荣，我是感
恩的，也是敬畏的，一个好校长就是一
所好学校，校长不是让师生去服从自
己，而是让自己和师生都服从于一个共
同的愿景，让启东教育因我们的存在而
更美好。”沈燕说。

“十佳班主任”、“十佳乡村教师”、
“十佳师德标兵”等优秀教育典型上台接
受颁奖。大屏幕上播放的主题短片，深深
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感谢老师们
辛勤的付出，他们身正为范，以行立教，
以德立身，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观
众张会芳说。

从教书育人模范的白发赤子到坚定

从事特殊教育的十佳师德标兵，他们的
身上寄予的是明天的希望。每一个受表
彰的名字都是一个奋斗
故事，或席不暇暖，或
案牍劳形，终于厚积薄
发，在此刻迸发出璀璨
的星辉。
（扫码回看庆祝盛典）

最美的礼赞献给最美的你
——启东市第35个教师节庆祝盛典侧记

庆祝盛典现场庆祝盛典现场 潘杨摄潘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