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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 报报
●西亭高级中学金鑫老师喜获江苏省高中数学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第一名

●平潮实验初中崔建平老师获江苏省初中数学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袁灶初中马银利老师获江苏省初中道德与法治青年教

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日前，南通大学副校长顾菊平，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杨晓岗，南通
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师教育
管理处处长丁锦宏，市教育局人事
处处长陈新荣等一行来到南通高新
区小学，开展定向生实习座谈调研
活动。

座谈会上，实验小学等5家实习
学校有关人员先后交流发言，介绍
了学校在指导、培养实习生工作中
务实有效的举措，并对定向生教育
培养提出了建议。来自文山初中的

倪润绮与高新区小学的王意勤代表
实习生畅谈了学习与实习体会，并
就下一步打算作了表态。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体局
党组书记、局长丁华向调研组一行
介绍了全区培养定向师范生的经验
做法。近年来，区教体局将教育人
才的培育作为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统筹推进城乡师资力量，储备优秀
师资；加强定向师范生培养，做好协
同育人；推进职后成长，提升定向生
教学技能；做出通州特色，努力构建

良好教育生态。他希望定向师范生
们在实习期间涵养教育情怀，增加
真才实干，争做“四有”好老师。

杨晓岗勉励实习生们专注本
职，提升教育教学素养，运用好理论
知识，上好课、育好人，保持思维活
力，加强学习运用，努力做到内外兼
修，促进成长成才。

顾菊平对我区学校为定向师范
生提供实习机会表示感谢，表示将
把此行的诸多收获带回去助力办
学，以期培养出更优秀的师范生，为

基层输送更多的优秀师资，并勉励
实习生牢记毕业训，出色完成实习
工作，使自己能早日适应岗位需
求。

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
教体局党组副书记薛小玉主持座谈
会，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深化与市局、高校的对接，吸附更
多信息资源，强化对实习学校的管
理考核，加强与实习生的跟踪培养
锻炼，努力放大乡村定向师范生系
统化管理的“通州样板”效应。

11月26日，2021年江苏省初
中语文名师工作室（丁卫军）首次
集中研修暨简约语文首届论坛在
育才中学举行，这标志着我区又
一家省级名师工作室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育才中学校长张
建致欢迎辞并表示，作为工作室
主持人所在学校，将全力做好工
作室活动的服务和保障工作。语
文报社党总支书记、社长刘远在
线寄语，充分肯定了丁卫军老师
领衔的语文报社简约语文研究中
心成立一年来取得的成果，他希
望省名师工作室和简约语文研究
中心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上双线并进，提前洞察新课标的
新变化，及早做好研究新布局，争
取在新的阶段，以简约语文为抓
手，探索出新课标的新理念在一
线教学中有效实施的新途径、新
办法。

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
区教体局党组副书记薛小玉介绍
了我区近年来师资队伍建设的举
措和教师专业发展成绩。她表示，
省级名师工作室落户通州，标志
着我区教师团队建设又向前迈进
了一大步。她要求，工作室要有

“大局意识”，站在党和国家发展
教育的战略高度，牢记初心使命，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立身扬
名”，工作室成员要抛弃功利之
心，潜心学习，静心进修，快速成

长，成为当地教育教学改革的示
范者和引领者；要“名不虚传”，工
作室的工作要避“虚”重落“实”，
立足课堂主阵地，着眼教学质量，
切实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市教
师发展学院副院长冯卫东高度评
价了育才中学取得的成绩，勉励
工作室成员要和工作室主持人一
起发扬“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走向“丰富的
单纯”境界。

特级教师、江苏省人民教育家
培养对象、江苏省师干训中心研发
部主任魏洁介绍了设立省级名师
工作室的宗旨和目标，希望工作室
成员聚焦自身成长，做读书治学的
学习先行者；聚焦课堂一线，做教
育教学工作的实践者；聚焦热点难
点，做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者；聚
焦示范引领，做先进教育理念的传
播者。她还作了题为《理解学生，理
解学习——名师成长的必由之路》
的讲座。

现场，市中小学名师培养导
师团团长王笑君以《名师成长解
码》为题和大家交流。

王笑君和冯卫东代表省师干
训中心为工作室主持人丁卫军授
牌。丁卫军解读了两年研修周期
的培育方案。工作室成员、海门区
海南中学陈燕老师代表工作室成
员发言。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爱劳动 勤
动手”的优良品行，涵养学子勤俭奋
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金沙中学
组织生物学科组开设了劳动实践
课，专门设置校园劳动实践基地，把
课堂延伸到田间，让学生掌握植物
生长知识和田间劳动的技能，同时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道德思想
观，珍惜劳动果实，体验劳动的快
乐。

在育苗区，指导老师教同学们
如何区分刚长出来的油菜秧苗和白

菜秧苗，运用生物学原理讲解在移
栽秧苗时的注意点。在移栽区，指
导老师正给学生解释油菜旁间行栽
种蚕豆苗的间作意义，同学们深受
启发，感慨田间暗藏的学问。

在种群调查区，几位学生在王
洁红老师的带领下，学着调查车前
草的种群密度，从中体验学习生物
学的乐趣。

在丰富度调查区，陈曦老师指
导学生进行不同深度的土壤挖掘，
通过观察不同深度的土壤中小动物

的丰富度，了解小动物们不同的生
活习性。

带着对田园劳动的好奇，同学
们还扛起各种劳动工具走到田间，
挖沟渠、翻地、松土、除草，体会农田
劳动的辛苦和不易。同学们纷纷表
示，通过劳动实践课，明白了“浪费
可耻，节约粮食”的道理，希望以后
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劳动实践中，
开阔视野，锻炼意志。

金沙中学一直坚持“五育并举”
的教育理念，重视劳动教育，通过设

置劳动技术、劳动实践、社会服务实
现系列课程，切实开展学生劳动教
育，从劳动价值教育、劳动实践开
展、创造性劳动培育、劳动教育思想
讨论等多方面探索劳动教育的价
值，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多途径的劳
动锻炼和体验中，将劳动教育纳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充分发挥劳动综
合育人功能，以劳增智，以劳树德，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校园文
化生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金
乐小学坚持不断优化、创新课后
延时服务内容，每周三下午，学校
利用延时服务时间合理安排五彩
缤纷的社团活动，既丰富了学生
的校园生活，又能培养学生锻炼
自我的能力。

“多彩的童心童画，丰富的美
术社团”，金乐小学美术社团带给
孩子们多种不同的艺术体验。通
过美术社团活动，使学生进行个
性化、创造性学习，让美术特长得
到更好发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提高
学生的审美能力，让他们的个性
得以张扬、潜能得以开发。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运动魅力无极限，可以有效地促
进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有利于
心肺功能的改善与提高，培养勇
敢、顽强、竞争、拼搏的进取精神
和良好的团队作风。

学校力求用更优质的教育培
养全面发展、特长突出的专业后
备人才，不仅充分开发本校教师
资源，还通过外聘形式引入社会
资源，开设跆拳道、陶艺、专注力
社团。区文化馆“艺术培训”进校
园，选派专业老师给孩子们带来
戏曲和硬笔书法培训。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使“双
减”政策落地见效，既减轻了学生
繁重的课业负担，又解除了家长
的后顾之忧。

11月25日，我区召开冬春季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深入贯
彻上级有关部门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提升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从严
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区教体局副局长刘新主持会
议，传达了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视频培训会议精神，并部署了
全区教育系统冬春季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

刘新要求各学校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严峻形势，在流动人
员管控、师生员工及同居住人的
精准摸排、疫苗接种工作宣传发

动、常态化核酸检测、入校人员健
康管理、会议举办与管理、因病缺
课每日上报、应急预案的完善与
演练、冬春季多病共防等方面做
到严防严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工作。

刘新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负
责人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
政治任务，精准开展疫情防控隐
患排查，确保每项工作责任到人，
落实到位，有序有力，坚决防止疫
情输入校园，守护校园一方净土。

日前，笔者从区教体局获悉，
兴仁中学老师吴佑华的生命叙事
在今年新教育研究院组织的

“2020 年度新教育生命叙事大
赛”中荣获特等奖。

据悉，今年，全国新教育生命
叙事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叙事
1968篇，经专家组评审，321篇获
奖，兴仁中学两位老师获奖，其

中，吴佑华老师的叙事《但愿人长
久，数学亦抗疫》获特等奖，钱建
华老师撰写的叙事《我和他的那
个约定》获二等奖。

此外，吴佑华、钱建华撰写的
《让数学课堂飘溢人文诗香》一
文，在新教育研究院组织的“2021
年度书香校园叙事大赛”中荣获
一等奖。

为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不断提
升我区中小学德育工作水平，11月4
日至 23日，区教体局举行了全区小
学、初中、高中、职教四个学段的优
秀班会课比赛。

此次班会课比赛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班会课方案设计比
赛，全区共有 167名中小学教师参

加，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30名教师
进入第二阶段的现场教学比赛。

现场赛课分别在实验小学、实
验中学、通州高级中学和通州中专
进行。参赛教师们或关注学生心理
健康，或指导学生自我管理，或将个
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精彩的
情境互动、深入的剖析反思给了学
生以智慧的启迪和理念的引导。参

赛教师充分展示了优秀的德育素
养、高超的课堂组织能力和活动协
调能力。

经过评审专家的评定，最终确
定小学组两名教师、初中组三名教
师、高中组两名教师、职教组两名教
师代表我区参加南通市中小学优秀
班会课比赛。

班会课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加强班集体建设和开展班
主任工作的有效抓手。此次班会课
比赛不仅为班主任提高专业能力创
造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也有效
促进了班主任提升德育水平和班级
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落实“双减”
政策，进一步推动我区德育队伍专
业化发展。

劳动课程育人，体悟树德增智
——金沙中学劳动实践课侧记

金乐小学：落实“双减”亮实招
多彩社团润童心

南通大学、市教育局调研我区
2018级南通大学定向师范生实习工作

我区召开冬春季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丁卫军省级名师工作室
正式启动

11月 13日、14日，2021年南通
市通州区第四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中小学生部)田径比
赛在育才中学运盐河校区举行。来
自全区75个代表队的800余名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
此次运动会，是在“双减”政策

背景下展示我区体育健儿竞技水平
和精神风貌的体育盛会；是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下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

动，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又一盛事；
是贯彻落实中央 7号文件，检验我
区学校体育工作成果的重要举措。

据悉，此次运动会比赛项目进
行了集体比赛项目改革，丰富和完

善了比赛项目设置，与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项目相结合，更加切合
学生实际，有利于提高学生体育锻
炼的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精心设计润心田 班会展示亮风采

区教体局举办中小学优秀班会课比赛

2021年南通市通州区第四届运动会
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中小学生部）田径比赛

圆满落幕

兴仁中学老师
获全国新教育生命叙事大赛特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