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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下午，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对系统创文工
作提出总体要求，全系统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陆海峰首先传达了王
晓斌书记在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
会上的讲话精神，并指出，要坚定必成的信心，
咬定目标不放松；狠抓工作落实，攻坚克难不
放松；强化组织领导，锁定常态不放松。他强
调，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锁定系统目标，从
常规管理抓起，从薄弱环节抓起，发挥党员的
榜样示范作用，一盘棋协作，一竿子督查，积极

营造浓厚的迎检氛围，“坚定信心，以最昂扬的
斗志打赢冲刺战；下定决心，以最有力的举措
打赢冲刺战；团结一心，以最负责的态度打赢
冲刺战”。

会议充分肯定了各单位前期在创文工作
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了巡查过程中发
现的共性问题，希望各单位立即进行自查，落
实整改。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贯彻落实
会议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学校创文工作，
为全市的创建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市教育体育局）

●近日，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各单位积极开展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省级年度测评迎检工作。

●10月30日至11月1日，2019“梦想好课堂”
全国优质课（华东区域）展评活动在杭州举行，我
市寅北小学陈海华老师获得展评活动的特等奖，
是江苏区域唯一成功入围12月份全国总决赛的梦
想教师。宋浩浩老师获得二等奖。

●日前，启东中专师生过五关摘九金，在南通
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11月初，汇龙中学男排、启东中专女排、百杏
中学男排在2019年南通市中小学排球比赛中荣获相
应组别一等奖。

●近日，启东中专成功获批 2019~2023 年度
“南通市科普教育基地”。

为落实省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切
实推进我市融合教育工作，提升融合教
育资源中心、资源教师的服务能力，让每
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都享有适合的幸福
教育，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的安排，11月2
日下午，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在特教学
校召开我市2019年融合教育推进会。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陆海峰首先肯定
了过去一年我市融合教育工作取得的成
果，并为下一阶段融合教育的发展目标、
工作重点指明方向。他强调，残疾儿童受
教育的比例和程度，能体现当地教育事

业的发展水平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大家要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融合教育
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目前，我市已经
形成了“以义务教育为重点，以随班就读
为主体，以特教学校为骨干”的特殊教育
发展格局，下阶段要进一步加强普通学
校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建设，建立融合教
育支持体系，充分发挥特教学校巡回指
导老师和资源教师的指导作用。特殊教
育指导中心要组织教师学习现代特殊教
育的理论和方法，定期邀请省级及以上
特殊教育专家对资源教师进行培训，提

升特殊教育的能力和水平。陆海峰表示，
教育体育局已建立稳定的融合教育工作
经费保障机制，勉励大家要开创性地、
智慧地建设并使用好资源中心，齐心协
力、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市融合教育工
作，力争在南通市范围内起到引领示范
作用。

随后，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殷雅
竹作了《融合，为了适合的教育》的主题
讲座，带领大家回顾了江苏特殊教育的
光辉发展历程。她的讲座落脚于普通学
校的特殊教育，指出融合教育要以普教

为主体，特教为骨干，共担责任、相互支
撑、协调发展。她从“为什么发展特殊教
育”切入，直面家校矛盾和社会矛盾，指
出当前融合教育存在的问题，随后为大
家解读了融合教育资源中心的内涵，纠
正大家观念上的偏差。她指出，融合教育
资源中心的认定与建设必须要以评估诊
断为先行，配备个别化的装备，制定个别
化教育计划，让学校的一草一木、老师和
同学都成为融合教育的资源，真正为每
个特殊的孩子提供最适合的教育。

（市特殊教育学校）

做亮做优融合教育 量身打造质量课堂
我市2019年融合教育推进会举行

11月1日，由南通市教育局、共青团南通
市委、南通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南通市少年
宫、启东市教育体育局共同承办的南通市第
二十八届小学生“智能杯”小巧手比赛在启东
实验小学举行。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南通大市的12支代
表队144余名选手参加。他们都经由各县(市、
区)层层选拔产生。小选手们在一天内参加电
脑物联网机器人、金点子发明创造、时装设计
等10个项目的比赛。比赛中，小选手们充分开
动脑筋，拓展思维，展示创新才能。小实验、小
发明的操作、演示程序有条不紊，动作娴熟;体
现“大美中国”主题的时装，款式时尚、做工精
致，“小模特”和“小设计师”们在舞台上，大胆

“秀出”自己的设计理念，尽显靓丽风采。

从1992年开始，连续成功举办了27届的
南通市小学生“智能杯”小巧手比赛，已经成为
南通市、全省乃至华东地区一项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品牌活动。27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赛
事在“智、能、巧”上不断创新，内容形式不断变
化，活动主题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成为全市
小学生动脑动手能力展示的舞台、交流的平台
和较量的擂台。该项赛事不仅是对选手和辅导
教师智慧的检验，更是南通市深化新课程改革、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成果展示。全市广大少年
儿童通过参与这样一个集科学性、创新性、自主
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活动，动手动脑、大胆创
新、拓展视野、陶冶情操、取长补短，既是小巧
手的大展示，也是小巧手的大聚会。

（来源：南通市教育局）

白绢上，红梅绽放，有少女，素手添香。
线线交织着覆在纱上，血色似流动着的水。
隐约间，有清丽的味顺着它萦上鼻尖。

这是我想象的画面，当年的少女已
皱了桃腮粉面，只有素纱上点点的红依
然鲜艳。

“二姑，已经没有人用这个了，你为
什么还在做呢？”二姑微微一笑，不答。她
是个生意人，也是个手艺人。

我是她带着长大的，知道她喜欢刺
绣，尤其是在那种素白的纱绢上。红梅中
心的艳向着瓣缘流淌，玉人的裙般漾着，
一漾就是一个小小的漩涡。两三个“血色
罗裙翻酒污”的，一二枝“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都被那纯净的犹如被雪洗得一白
的世界衬得格外娇，总让人觉得春信已
至，一张绢上盈满了希冀。

她的刺绣如画一般美，偏偏她不满
意，不满意是要拆掉的。纱是何等脆弱，只
要一不留心，便全盘尽毁。她小心翼翼地将
丝线剔出。我问她:“二姑，你在干什么？”她
抬起了眼，目里似有光华流转，疏淡了眼角
的纹。答了一个年幼的我不懂的词“奋斗”。

流水渐渐斑驳了桥下的石柱。我明
白了她的意思，她也告诉了我很多年前，
以一笑付之的疑。“刺绣是老祖宗的东
西，好看吗？”“好看。”“那为何不把它传
下去呢？”

庭院里，她坐在小木板凳上，低头绘
着她的希冀，时不时抬头望顶上一片蔚
然的绿，枝枝叶叶偾张着直伸向天际，叶
背后温暖的翠是阳光的色泽，随着风的
浮动轻轻地曳着，那阳光便被抖碎，从叶
缝中飘下，落到我们眼中，那黄亮亮的光

就是梅后的春天。我抚着纱绢：“二姑，你
教教我吧。”

她戴着银色顶针的手在起舞，那梅
的枝干就势如龙蛇，蜿蜒在被雪洗得一
白的天地间，枝干为刚，细丫为柔，屈曲
盘旋。孤傲的好像天地间只有这一点颜
色。那待被寒梅点缀的枝头半隐在缥缈
中，勾出了我心中的悸动。一花一物皆有

“情”，如何能制造出活物的灵动？那双如
针线一般细瘦的手，带着被岁月的顶针
磨出的微黄的茧嗤笑了我的蠢：那便奋
斗吧，有一天你便能将你的“情”赋予它。

我接过了那一枚被磨得有些变形的
顶针，那纤细的针头任凭我差遣，将一娇
儿吻在了枝头。如水般的红潺潺的流出
了素绢，从指间萦纡上了肩头，又从胸膛
浸没过了鼻尖。恍惚间，就被拥在了一个

温香软玉的怀抱中。一抬头，那点着细腻
的红的琼枝直戳入眼中，红心几缕纤纤
的蕊簌簌地摇。

这一刻，我才彻底拜倒在赤眉的石
榴裙下。

我想，二姑还没有做到的，我会帮她
做下去。顶针的边缘实在是有些磨人，不
过时间一长，我便习惯了。连自己也没有
发觉，那块与顶针朝暮的地方已经出了
老茧。绢布上，星星点点的红挟着似梦的
香全是奋斗的痕迹，顺着映入眼的华流
进心里。时间长了，心里的华全成了感
动，致敬我和她奋斗的时光。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如此奋斗，我答
他：“就为了在千百年后，依然有人，为了
把它传承下去而奋斗。”

（长江中学 王高阳）

为充实和优化我市教育体育系统
人员队伍，启东市教育体育局2019年
冬季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9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
1.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1984年11月至2001年11月期间出生）。
2.2020年应届毕业生须于2020年

7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相关证书，
届时未取得的取消其聘用资格。取得国
境外学历的，还须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二、报名
1.报名方式：报名采用网络报名方

式进行。报名和资格初审，通过网络同
步进行。

2.报名微信公众号：启东教育发布
（微信号：qdjyfb）。

3.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09:00～11月21日16:00。

应聘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报名，
应按岗位要求和网上提示，如实填写有
关信息（所填信息应与本人所持有效证
件、证明材料等保持一致）。

4.资格初审时间：2019年11月19
日09:00～11月22日16:00。

①启东市教育体育局根据应聘人
员填写的信息进行资格初审，对应聘人

员填报的信息有疑义的，可要求其完善
补充，也可要求其提交有关佐证材料。

②应聘人员网上提交报名信息24
小时内，可从报名公众号查询是否通过
资格初审。

③资格未初审或资格初审未通过
的，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可以改报符合资
格条件的其他岗位。报名时间截止后或
资格初审通过后，均不得更改报名信息。

5.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通过资
格初审的人员即视为报名成功。报考被
取消岗位的应聘人员，符合其他岗位报
考条件的，由启东市教育体育局负责通
知改报名，改报名时间：2019年 11月

23日9:00～11:00，地点另行通知。
6.网上填报信息与真实情况不一致

且影响招聘的，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资
格或聘用资格。被取消资格的应聘人员，
可以向作出决定的部门进行陈述、申辩。

三、政策咨询
政策咨询：0513-80923706（启东

市教育体育局）
0513-68261253（启东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招聘简章详见启东市教育体育局

网站。
市教育体育局

2019年11月8日

2019年冬季启东市教育体育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致敬奋斗的时光

魅力四射 彰显风采
我市首届中小学、幼儿园啦

啦操比赛举行

11月3日至5日，2019年我市首届中小学、幼儿园
啦啦操比赛在市一中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
幼儿园的30支代表队伍参加了本次角逐。比赛分为小
学、初高中、幼儿园组别，设啦啦操示范套路和自选动
作(花球、街舞、爵士)等项目。

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身着赏心悦目的服装，在活
力四射的音乐中旋转跳跃，队伍整齐，动作规范，舞姿
优美，展现了孩子们积极阳光、健康向上、朝气蓬勃、意
气风发的良好风貌。

本次比赛进一步推动了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健美
操、啦啦操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推进了校园“阳光体
育运动”，向全市上下形成五育齐抓共管、体育教育蓬
勃兴旺的良好局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巧手创意 童心筑梦
南通市第二十八届小学生“智能杯”小巧手比赛在我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