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窑贴近窑创新 总第 猿员1员期星期三 圆园员怨年 9月
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三 员员

SHEYANG DAILY 新闻热线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69966890 Email:sy7059559@126.com主办:中共射阳县委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阴本报内容详见院 射阳新闻网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阴社址院 射阳县城双拥南路 8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阴版面编辑院 颜立文 阴组版院 刘雪云

特写

更加自觉 守初 心担 使命 更 加扎 实推 动高质 量发 展
为 加 快 实 现 盐 城 中 部 率 先 崛 起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9月 10日上午袁江苏窑射阳港
第二届石材产业峰会暨玉石展销鉴赏活动开幕式在射阳
港经济开发区举行遥中国石材协会副会长尧秘书长齐子刚袁
县委书记唐敬分别致辞遥清华大学教授朱立围绕对天然石
材放射性的正确认识作主旨演讲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主持开幕式遥

齐子刚代表中国石材协会对此次峰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遥 他说袁近年来袁全省石材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袁全行业经济总量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遥 绿色发展理
念是未来石材行业的发展方向遥 近年来袁石材行业积极贯
彻改革创新的发展理念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袁产品创意
设计尧装备制造水平不断提高袁以产业集群为代表的园区
规范建设力度加大袁有效助力石材产业做大做强遥 中国石
材协会将绿色发展作为行业重要攻坚任务之一袁立足全产

业链袁积极推动石材加工的绿色化袁以技术创新尧模式创新
推动石材废弃物综合利用袁 以先进的技术装备加强粉尘尧
废水和噪声治理遥此次峰会将探讨石材行业的创新发展思
路袁实现石材产业可持续发展遥 我们将继续推动石材产业
淘汰落后尧转型升级袁加强行业节能减排工作袁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袁促进行业技术装备进步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袁促
进经济效益增长遥

唐敬在致辞时说袁射阳是江苏千里海岸线上正在蓬勃
兴起的海滨工商业城市袁交通区位独特袁发展空间广阔袁生
态环境优越袁连续三年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袁也是全
国营商环境百强县遥 近年来袁我县把培大育强石材产业作
为重点重抓的主导产业之一袁 不遗余力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尧加快发展遥 这次峰会以野美石美刻尧鉴藏未来冶为主题袁
就是要打造视觉盛宴袁传播野玉石冶文化遥 让大家在鉴赏高

端大气的玉石板材以及巧夺天工的精美玉器中袁切身感悟
野润泽以温尧瑕不掩瑜冶的深厚玉石文化底蕴袁努力把射阳
港新材料产业园打造成江苏乃至华东地区玉石文化商地尧
石材产业旅游胜地遥要打造技艺秀场袁展示野琢玉冶工艺遥提
供学习交流经验的契机袁籍以涵养制玉素养袁提高制玉技
艺水平袁促进射阳石材产业多出精品尧多出巧匠袁打响品
牌尧走向世界袁努力做到世界玉石看中国尧中国玉石有射
阳遥 要打造发展平台袁促进野石业冶合作遥 集中力量尧集聚智
慧尧集成要素袁吸引更多高层次石材产业项目到射阳落户袁
培壮产业链条袁实现互利共赢袁加快建成千亿级产业园区遥

活动现场对我县石材产业进行推介袁并签约蓝英石材
板材公司与浙江夏有石材公司的加工销售项目尧港口集团
与杰士达荒料有限公司的英国棕荒料售销基地项目尧恒峰
石业与伦思公司的理石荒料集散加工中心项目遥

江苏·射阳港第二届石材产业峰会
暨玉石展销鉴赏活动开幕

齐子刚唐敬致辞 吴冈玉主持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葛静漪冤在全国第
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带着对全县教育事业的
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殷切关怀袁9
月 10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唐敬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吴冈玉深入教育一线开展慰问活动袁 向全县广
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
福遥

唐敬首先来到射阳中学袁 在认真听取学校
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对该校教育教学质量尧师资队
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遥 他指
出袁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野百年大计袁教育为先冶
的理念袁对标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进一
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袁完善基础配套袁壮大教师
队伍袁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遥要坚持立德树人
导向袁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袁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遥 要合力
保障教育工作袁坚持系统思维袁提高办学条件和
教学质量袁培养更多的名师尧名生袁不断擦亮野学
在射阳冶的教育品牌遥 随后袁唐敬来到高三英语
组办公室袁教师们亲切交谈袁并对他们为我县教
育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袁 希望他们再
接再厉袁为全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遥

野现在学校的空调有没有配置到位钥冶野孩子
们的饮食是否按照营养均衡来搭配钥冶在港城实
验小学袁 唐敬兴致勃勃地欣赏起部分学生的书
法作品袁并参观了校园图书室尧操场等地袁对学
校的办学理念尧教学特色尧管理方式给予充分肯
定遥他指出袁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持续加大教育
领域的投入袁强化教育资源布局袁突出师资队伍
建设袁着力教育教学提质袁全面推进教育事业优
质均衡发展袁 让广大群众切身享受到教育事业
发展的成果遥 他强调袁 相关单位要加快推进在
建的重点教育工程袁持续优化校园环境袁全力保
障学生安全袁打造让政府满意尧社会信任尧家长
放心的学校曰进一步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袁引导教
师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建设袁 以身立教尧 率先垂
范袁爱岗敬业尧甘为人梯袁争做让人民满意的好
教师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遥

在县特殊教育学校袁吴冈玉逐一参观盲班尧
聋班尧培智班现场教学情况袁仔细了解学校的办
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袁 对该校现代化尧 信息
化尧人性化的办学条件给予高度评价袁充分肯定
学校近几年取得的发展与变化遥 渊下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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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天下精美石材袁 讲射阳真
实故事遥 9月 10日上午袁射阳港
名品石材交易中心人潮涌动袁众
多外地客商济济一堂袁 共襄这场
石材产业盛事遥

野第一站我们将前往盐城金
华发石业观摩袁 这是一家做花岗
岩切割尧石材异形加工袁生产黄金
钻尧墨绿麻尧五彩石尧霞红等系列
板材的天然石材厂噎噎冶 车间里
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袁 客商们可
以直观看到石材加工过程袁 先进
的设备尧 流水线加工作业让客商
们赞叹不已遥
石尚文化创意空间同样也是

从事石料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袁不
同的是袁 它创意性地增加了石材
展厅袁 不同纹理的石板被大师做
成画尧雕成工艺品袁摆放在展示柜
上袁尽显野石冶尚趣味遥 野很惊叹袁没

想到石头也可以做成这么精美的
艺术品袁 场馆的布置搭配相得益
彰袁是爱石尧赏石尧玩石尧藏石爱好
者的理想场所遥冶在现场参观的厦
门泉利隆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启兴抚摸着石材细腻的纹理袁
由衷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遥

石尧景尧光的有机交融袁薄雾
下起重机若隐若现袁 让港口更显
神秘遥 野我们那里没有港口袁看到
这样的景象感觉很震撼遥 海水在
身边起伏翻滚袁 仿佛能听到轮船
起航的鸣笛声浴冶浙江夏有石材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庆对这里的环
境竖起了大拇指袁野这里港口运输
快尧服务优尧安全系数高尧发展前
景好袁 听说今年还要新上 5万吨
级航道码头袁 希望今后可以开展
深度合作遥 冶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院野如今袁 我们正以石材产
业为载体袁 不断招引产业项目集
聚袁 助推新材料产业向高附加值
方向发展遥 冶

乐享“石”尚盛宴
本报记者 王明月

在全国第 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袁教
育部决定授予 1432人 野全国优秀教师冶
称号袁 我县盘湾小学校长高云飞入选遥
野在我面前袁 是许许多多正在成长的生
命袁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梦想遥 我希望能做
好我应该做的和擅长做的工作袁 让他们
更好地发现自我尧历练自我尧发展自我尧
快乐自我遥 冶面对崇高荣誉袁高云飞一如
往常地谦逊朴实袁同时也深感压力千钧遥

师者袁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遥 学习作
为学生的主业袁 也是老师主要的工作内
容遥 高云飞在特庸初中任教时袁创新野一
标尧两案尧三反思冶教学实践袁制订校本化
叶学科标准曳袁 教学中使用课前自主学习
案和课堂互动学习案袁实行日反思尧周反
思尧月反思袁让学生学会学习袁教学质量
快速提升遥 自 2008年开始袁短短的三年
内袁特庸初中中考考核的人均分尧合格率
进入全县同类学校前三名遥 野一标尧两案尧
三反思冶 不仅成为全县初中课堂教学的
范本袁 也吸引了市内外多所学校前来参
观学习遥

野关注每一个袁发展每一个袁让每一
个学生做最好的自己遥冶学生人格的塑造
和情感的培育是高云飞一直关注的焦
点袁他深入到学生中间袁反复研讨尧酝酿袁
提出野十个三分钟冶和野在校三年必做的
十五件事冶 两个德育项目袁 包含深情唱
歌袁读听名人传记袁诵读校训尧班训;用心
练字袁撰写日记袁整齐列队袁规范做操袁安

静就餐袁当日反思等袁将读书尧写字尧唱
歌尧 做操等有益活动分配到学生的课余
时间袁让学生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遥

五十里拉练属于在校三年必做的十
五件事之一遥在清明节前夕袁学生们自备
干粮尧饮用水袁背着背包袁举着校旗尧团
旗袁徒步到盐城参观海盐博物馆尧新四军
纪念馆袁 了解盐城填海成陆的历史和新
四军将士在江淮大地英勇杀敌的事迹遥
活动反响热烈袁学生们深受鼓舞和启发袁
被市教育局授予优秀德育项目一等奖遥

高云飞是一个心细如发尧 善于突破
的人遥 中药材栽种是洋马小学一直致力
打造的特色项目袁但一直没有什么建树遥
转任该校后袁高云飞便利用假期时间袁与
小组成员一起走到田头袁多次商讨袁以菊
花作为中药材栽种的突破口袁确立野与菊
香同行袁 让书香更香冶 这一特色文化项
目袁 并成功申报省级特色文化项目遥 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袁 高云飞走进温室和基
地袁和学生一起观察菊花的生长过程遥两

年来袁 学校三四五年级学生学会了制作
菊花标本尧画菊尧写菊尧诵菊袁掌握了科学
的研究方法遥

野六年拿五证冶也是高云飞在洋马小
学为学生量身定制的综合素养评价体
系遥 在小学六年期间袁 每个学生要根据
自己的特长袁分别拿到文明礼仪合格证尧
体育技能合格证尧学业成绩合格证尧艺术
修养合格证尧操作能力合格证遥这个评价
体系贯穿于学校每学期的所有活动中袁
致力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遥实施野每月一
习惯袁每周一主题冶的学生行为习惯养成
工程袁开展先进学生尧先进集体的评比宣
传活动袁开展读书节尧数学节尧体育节尧艺
术节尧手工制作节野五节冶系列活动袁打造
野书香校园冶袁只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遥

野在高校长的教育下袁 我学会了做
人袁 学会了感恩遥 高校长非常关心我们
的生活袁哪个同学家中有困难袁他总会热
心帮助遥记得在四年级时袁班上有几位同
学的家庭十分困难袁 高校长去他们家一

一了解情况袁并给他们申请了困难补助袁
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遥冶洋马小学学
生徐佳琦有感而发遥

作为一名校长袁 高云飞坚持以上率
下尧以身作则,让每位教师都对本职工作
心存敬畏遥野每周二下午两点是我们语文
组雷打不动的集体备课时间袁 高校长每
次都会按时参加袁与大家共同研讨遥记得
有一次袁上午他到县教育局开会袁快到下
午两点了袁大家以为他赶不回来了袁结果
他午饭没顾得上吃就赶回学校准时参加
教研活动遥 冶洋马小学老师张琴介绍说遥

平时袁高云飞经常深入课堂听课袁看
到不足之处袁就跟老师交流并加以指导袁
听到满意为止遥 开展优秀教师尧优秀班主
任尧优秀教研组长尧优秀备课组长尧优秀
管理者尧优秀教研组等先进个人尧先进团
队评选活动曰构建关注小现象尧研究小问
题尧形成小策略的野三小冶教研模式袁实行
专业技能以赛代训尧 优秀教师以培代奖
机制袁开展以野微课堂冶 尧野微研讨冶尧 野微
阅读冶尧 野微讲座冶为内容的野四微活动冶
噎噎学校的教科研蔚然成风袁 很多老师
在省市县级授课竞赛尧基本功竞赛尧论文
评选等活动中获奖遥

“天高任云飞”
要要要记全国优秀教师尧盘湾小学校长高云飞

本报通讯员 江仁彬 记者 范媛媛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实习
记者 吴贵民冤9 月 10 日下午袁庆
祝第 35 个教师节座谈会在县人才
公寓举行遥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会议
并讲话遥他强调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
自觉增强兴学兴教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袁坚定不移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袁不
断叫响野学在射阳冶教育品牌袁为射
阳加快高质量发展尧 早日实现盐城
中部率先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主持遥

唐敬在讲话中代表县委尧 县政
府袁 向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表致以节日的问候袁 代表射阳百万
人民向长期以来辛勤耕耘在教育一
线岗位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唐
敬说袁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始终站
在教育是野国之大计尧党之大计冶的
战略高度袁 坚定不移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地位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袁
着力提升办学水平袁 教育教学质量
再创佳绩袁教育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袁
师资队伍素质显著提升袁 尊师重教
氛围日益浓厚袁 全县教育事业不断
开创新的局面遥

唐敬指出袁发展教育是先导性尧
全局性的战略工程袁也是打基础尧利
长远的根本大计遥没有教育的优先袁
就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袁 必须
以教育发展的高质量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质量遥 要充分认识到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袁 是实现人民生活
高质量的应有之义遥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主动顺应人民群
众新期盼袁强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袁
努力把教育这一最大民生实事办得
更有质量尧更有成效遥要充分认识到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袁 是射阳实现
盐城中部率先崛起的关键抓手遥 承
继崇文尚教尧尊师重教的人文底蕴袁
大开兴教之风袁再创兴学之举袁不断
提升射阳野软实力冶袁为射阳在全市
全省持续进位争先注入不竭动力遥
要充分认识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袁 是射阳打造现代化教育强县的
当务之急遥咬定目标不放松袁全力以
赴补短板尧强弱项尧促均衡尧提质量袁
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推动射阳教育高
质量发展袁 为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
进程厚植基础遥

唐敬要求袁 始终紧扣优质尧公
平尧质量三个关键袁精准发力尧持续
用力袁努力实现学生学习快乐尧教师
从教幸福尧家长放心信任尧社会普遍
认同遥要建强一流师资队伍遥广大教
师要牢记初心使命袁 永葆对党忠诚
之心尧 立德树人之心尧 探索创新之
心尧爱生如子之心袁积极投身教学袁
争当有理想信念尧有道德情操尧有扎
实知识尧有仁爱之心的野四有冶好老
师曰校长尧园长要牢记野带一支队伍尧
强一所学校尧兴一方教育冶的职责使
命袁精于教学尧精于管理尧精于谋划袁
争做教育教学的专家尧 学校管理的
行家遥要推进教育优质均衡遥加快城
乡教育布局调整袁 推动各类教育协
同发展袁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袁使
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城乡居
民遥 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遥

渊下转二版冤

唐
敬
在
庆
祝
第35

个
教
师
节
座
谈
会
上
强
调

坚
定
不
移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教
育

不
断
叫
响
﹃
学
在
射
阳
﹄
教
育
品
牌

吴
冈
玉
主
持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承

德苏垦银河连杆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端汽车连杆

的企业袁年初以来袁该公司不断
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袁产
品大批量出口俄罗斯尧英国尧印
度等国家袁1–8月份已经实现
开票销售 4500万元遥 图为技
术员正在对连杆质量进行检

测遥 盛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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