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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第三期“一线实干”讲习所活动中，
市委书记叶冬华充分肯定了今年我市中高
考所取得的成绩，强调要用古代兴化人文之
辉煌，点燃今日兴化教育之梦想，让兴化的
教育与厚重的文化底蕴相匹配。在2020年
高考中，我校达本科线以上人数36人，理科
最高分351分，本科进线率创近十年历史新
高。

结合实际，我校制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学
校的工作目标：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点滴积
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系统思维、固本培
元，为红桥教育发展赢得尊严。

加快转型学校育人模式加快转型学校育人模式

倾力培育文化自信人才倾力培育文化自信人才

1.做优德育细节，强化“四大校园”建设

学校以加快育人模式转型为主线，以培

育文化自信人才为
目标，在提高德育工
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上下功夫。学校只
做“感受得到”的德
育，聚精会神做优德
育细节。结合“四大
校园”建设，学校每
月在全校学生中进
行月度“平安之星”

“规范之星”“整洁之
星”“文明之星”评
选，在学校总的德育
框架之下，工作重点
分解、重心下移，形
成各年级为主体、各

部门配合的全程德育管理的机制，即以年级
组为核心，以学校各职能部门为单位，建立
各年级独立的德育框架。人人都是德育工
作者、管理者，全员德育蔚成风气，和谐校园
正在形成。

2.注重德育功能，提升德育工作实效
把握校园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让走道、教室的名人字画“润物
无声”。利用升旗仪式的显性教育功能，组
织好每周的升旗仪式，认真抓好国旗班训
练，精心组织国旗下的讲话。突出爱国主
义、团队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常规教育。以班
主任量化管理为抓手，进一步完善班主任工
作考核制度，鼓励先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有力提升了我校德育工作的实效和品位。

3.规范养成教育，完善育人模式长效机
制

学校狠抓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进
一步优化学校良好的校园风气，开展以培养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为主要内容的“日常行为
规范养成教育活动周”主题活动，力争使校
风、学风、校容、校纪有较大改观，并以此建
立我校养成教育的长效机制。高一年级继
续以“规范教育”为支点，以“规范行为”为目
标，致力培养合格的高中生；高二年级继续
以“发展教育”为支点，以“陶冶情操”为目
标，致力培养成熟的高中生；高三年级要以

“理想教育”为支点，以“健全人格”为重点，
致力培养优秀毕业生。当前重点推进工作：
一是学生统一着装校服，二是规范学生手机
携带与使用及相关违规处理程序，三是红黄
蓝三色胸卡佩戴。

教学质量新提升教学质量新提升，，品牌内涵新深化品牌内涵新深化

1.推进常规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质量是学校工作的生命线。各年

级组要立足工作实际，在总结往年学业水平
测试、高考成绩分析的基础上，本着“一年高
考三年抓”的总体思路，加强对广大教师的
检查、督促，做好对广大学生的学习动员、观
念转化工作，使我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再上新
台阶。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既遵循学校提倡
的“S•W-幸福”课堂教学模式，又要结合校
情以及学生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教
学方案，提高课堂质量。

2.开展阳光体艺，走“双轮驱动”之路
学校坚持以课程改革为引领，以特色厚

实校园底蕴，大力实施以文化课加体艺特长
“双轮驱动”办学之路，努力实现学校发展质
态全面提升。学校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为重点，组织开展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抓实大课间活动不松懈，增强体质，
培养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形成学校体
育活动的特色窗口，进一步拓宽了学生成才
的渠道。

3.推进课程基地，打造地方特色课程
全校师生以富有水浒特色的典型本土

文化资源为课程，研发一系列的精品校本教
材，创设有特色、有品位的育人文化环境，转
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教师课程开发的能
力，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学校深入开展以

“国学经典进校园”为主题的特色课程活动，
是向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
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对于创建舒
适、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此为契机，学校通过不断推进课程基地建
设，努力打造学校特色发展，进而推动学校
教育事业的特色发展。

传红桥之根传红桥之根，，承安中之魂承安中之魂

红桥是安中的地标，红桥是安中人的图
腾！红桥精神，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校围绕全面发展做文章，加强制度建设，
提高执行力，让学校的各项管理都有章可
循，改变工作的随意性和应付性。全体师生
传承安中教育者的大情怀，担起兴化教育的
安丰板块责任，让安中品牌更响、更亮。

用昔日红桥教育之辉煌，点燃今日红桥
教育之梦想。在市教育局的领导和支持下，
我校全体教职员工凝心聚力，不断深化教育
教学和学校管理的改革，进一步调优状态，
卯足干劲，弘扬“垒土成垛、择高向上”的兴
化精神，为红桥教育发展赢得尊严。

（兴化市安丰高级中学 陆彩同）

用昔日红桥教育之辉煌,点燃今日红桥教育之梦想

市委书记叶冬华在“一线实干”讲习所跟
兴化教育人分享了三个关键词：“信赖”“尊
严”“致远”。作为一名兴化农村高中的教育
人更是感慨颇多，对照自己平时的工作，我向
各位领导及同仁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

为了创办“有温度、有质量、有特色”的人
民满意教育，周中全体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在
多元发展之路上做了一些尝试。

加强硬件建设加强硬件建设，，为多元发展提供平台为多元发展提供平台

在学校基础功能建设上，体艺楼、报告
厅、智能图书馆相继建成，启航广场、文化长
廊、体艺广场、红色广场、河边廊桥相继完工，
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

足球场改造升级，新
建3D打印实验室、
机器人活动室等设
施，改造智能讲台，
实现校园移动网全
网覆盖，建成了“江
苏省智慧校园”，同
时学校多方筹措资
金改造宿舍和食堂，
努力打造兴化一流
宿舍和食堂。学校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
变样，我们要让再次
进入周中校园的来
访者眼前一亮。在
校园基础建设的同

时打造以龙文化、水文化为基点，以蓝、黄、绿
为基色来打造水润龙腾主题校园文化体系，
美化校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基础建
设和校园文化建设提高了师生对学校的认同
感，也增强了大家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完善
的校园基础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给多元发展
之路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做强体艺特色做强体艺特色，，张扬学生个性张扬学生个性

面对学生生源质量急剧下降的短板，我
校以泰州市体育传统学校为基础，走体艺特
色发展之路。2015年成功申报了“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省级课程基地，学校聘请市内外
专家做指导，先后开设了武术套路、龙狮运

动、体育舞蹈、趣味体育、国学体验、民俗采风
等社团，以立德启智悟美健体为目标，着力培
养学生的认知、合作和创新能力，让每个学生
都能成为最强健的自己。

例如民俗采风社团，让学生充满家国情
怀。每逢重要民俗活动节日，摄影小组成员
就四处奔走，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微博报道。
他们在采风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
文化瑰宝，增强了民族自豪感，纷纷用相机和
文字记录下难忘的一刻。

近几年我校有14名同学荣获国家二级
运动员证书，体艺特色班近年来有127名学生
考入常州大学、武汉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
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

成立日语班成立日语班，，放飞学生成长梦想放飞学生成长梦想

为满足部分英语学习滞后的同学需求，
走多元发展之路，我校先后考察多所成功创
办日语专业的学校向他们取经，率先在我市
引入日语学科学习，让英语学习困难的学生
多了一种选择。日语科任老师利用课余时间
通过开展日语讲座、日语趣味单词竞赛、日语
汇演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帮助日语班同学加强
日语学习。通过日语学习，同学们增强了自
信，激发了动力，2020年高考日语教学结出
硕果，日语班本一进线2人，本科进线36人，
三门总最高分达384分，日语单科最高分112
分，全校均分94.1分，开创了第一届日语班的
辉煌。

创建联合科技室创建联合科技室，，提升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学生创新思维

科技类社团，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
试、创新创造。学生们能利用3D打印技术，
制作出栩栩如生的武术人物运动形象模型。
省级、全国机器人篮球大赛，更是让学生过足
了创客瘾。在2018年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中，我校荣获机器人篮球赛江苏赛区高中
组一等奖，团体二等奖。陈志彦、张建伟参加
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竞
赛荣获高中组篮球比赛三等奖。在2019年

“领航杯”江苏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暨第三
届创客机器人大赛中倪文杰、刁宇飞并列获
得机器人篮球一等奖，陈志彦、张建伟并列获
得机器人足球一等奖。

多元发展的学习过程，让学生理解和把
握课程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体验创新的艰辛
和乐趣，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及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学生们收获
成功喜悦的同时激发了好奇心、想象力和创
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学习使教育生态变
得优化，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营造良好的
教育氛围。

我们将铭记“垒土成垛、择高向上”的兴
化精神，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晰目标任
务，丰富学校“强健”内涵，不断提升办学品位，
用成绩赢得家长的信赖，用实干捍卫着我们
的尊严，使我校早日成为苏中大地上一所独
具个性魅力的四星级普通高中。

（兴化市周庄高级中学 叶柏俊）

坚持走多元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农村高中教育质量的突围

编者按编者按：8 月 21 日，市委书记叶冬华在“一线实干”讲习所教育专场上，对我市教育发展提出“要用古代兴化人文之辉煌，点燃今日兴化教育之梦
想”的时代使命。用“信赖”“尊严”“致远”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了对教育发展的认识和体会。如何学习好、落实好市委书记叶冬华的讲话，市教育局
要求教育系统所有学校、所有人员认真学习、撰写心得，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从现在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点滴积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系统
思维、固本培元。现将部分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心得编辑专刊，供大家学习参考。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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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汪 翔 通讯
员 童洋帅） 9月 15日上午，记者从市
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指挥部获悉，泰
州市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建设工程EPC工
程总承包已正式挂网招标，待招标结束
即可动工开建，后续各项开工前准备工
作正在高效推进。

水上运动中心位于陈堡镇陈堡草
荡，主要包括新建赛艇赛道8道、辅道
2道。新建运动基地总用地面积82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项
目总工期预估 300 天，投资达 1.62 亿
元。据了解，该项目在第二十届省运会
期间，将承接赛艇、皮划艇等水上赛
事，这对改善我市体育设施条件，促进
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建设指挥部人员介绍，场地建
设是省运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们
将增强大局意识，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确保早日建成交付使用，为省运会顺利
召开提供场地设施保障。

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项目挂网招标

本报讯 （通讯员 时来静 全媒体
记者 余刘江）根据省财政厅扎实推进
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的工作部
署，我市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非税系统
功能建设及流程管理，实现非税收入收
缴和退付的全流程电子化管理，真正做
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实现了非税收入收缴的线上线下全
渠道融合。市财政部门应用全省统一公
共支付平台，在全市收费服务窗口和公
办学校（幼儿园）全面推行以微信或支

付宝扫二维码缴款为主、以现金收缴为
辅的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收缴的新模
式。2019年7月-2020年8月，全市完
成线上收缴134889笔计19303万元。其
中：市级117993笔计16098万元、乡镇
16896笔计3205万元。

实现了非税收入退付的全流程电子
化管理。市财政部门进一步优化非税系
统的退付功能，加强内控管理，固化退
付流程，实现从单位退付申请、单位退
付审核、财政退付审核、财政退付登记

和发送、代理银行自动退付的全流程网
上办理。2019年7月-2020年8月，全
市完成线上退付844笔计60641万元。

下一步，市财政部门将继续围绕非
税收入收缴和退付的全流程电子化管
理，全面推行非税线上收缴，通过“非
接触”退付、及时退、退到位，提高工
作效率，最大程度方便非税服务对象，
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升群众满
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王有勤 全媒
体记者 冯兆宽）在收到南京晓庄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戴南镇的文文
高兴而又激动地说，是母亲含辛茹
苦的打工挣钱供她上学，才有了今
天，这辈子最爱、最要感谢的人是母
亲。

文文的身世比较清苦，爷爷有
些残疾，奶奶早已不在人世，文文4
岁左右时，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留
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文文的母亲
叫范苏华，今年42岁。为供女儿上
学，范苏华在顾庄找了个私营企业
上班，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间，刮
风下雨、寒冬腊月不用来回跑那么
远了。范苏华在企业打工的工资每
月只有1800元，她就利用厂里午休
的时间，到学校附近的代伙食堂打
杂洗碗筷，晚上厂里下班后，又到快
递公司打包，每晚劳作两个小时，每
月工资900元。一年下来，范苏华的
收入在3万元左右。范苏华每天就
像陀螺连轴转，为了节省吃饭时间，
她常常只泡一碗炒米当饭吃。

夏天蚊子多，在快递公司库房
填快递单的范苏华，脚踝被蚊子咬
出好多个奇痒难耐的“包”，抓破后
流出血来。晚上回来睡觉时，文文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而范苏华总是
轻描淡写的安慰女儿：“妈妈没事，
不要紧的。”

每天打三份工，过度的劳作使
范苏华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苍老，
女儿知道这是艰辛生活在母亲脸上
留下的痕迹。乖巧懂事的文文在学
校里刻苦学习，以报答母亲的养育
之恩，今年高考，她考出357分，被南
京晓庄学院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录取。

“决不让一个贫困学子上不起
学！”开学前，戴南镇有关负责人与
10多名爱心人士走访看望了文文一
家，并送上1万元的助学金。“我一定
好好学习，毕业后争取做一名优秀
的人民教师。”文文说。

坚强母亲打三份工
供女儿上学

我市非税收入收缴退付实现电子化管理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这个
高三洋，确实不简单，嫁到我们村20多
年来，对公婆非常的孝顺，视儿媳如同亲
生女儿，一般人难做到啊！”9月10日上午，
兴东镇周韩村村口，几位村民围着高三洋
的光荣栏竖起了大拇指。为放大村庄乡贤
典型引领效应，周韩村将13位乡贤的感人
事迹上了人居环境整治光荣栏，看光荣栏、
学榜上人成为村民的新风尚。

“韩先汉老人上光荣栏当之无愧。
村里这次人居环境整治，占用了他家近
30平方米的空地，他不要一分钱补偿，
还主动担任村人居环境整治调解员，遇
到有思想疙瘩、阻扰施工的村民，不厌其
烦地登门做工作，直到做通为止。”村民
老赵说。

“77岁的老党员张正余也上了光荣
栏。张老上光荣栏，全村村民心服口
服！”据村干部介绍，张正余是位退伍老
兵，曾在村里做了10多年的民兵营长，
现在仍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多方面支持村里的工作。在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中，他主动清理家门口的
草堆、杂物、菜园子，没要一分钱补偿，还
帮助村里做其他村民的思想工作。

“如今的周韩村，干净整洁，前来观
摩、参观的人员都啧啧赞叹，这多亏了村
里的保洁员李鹤全。”周韩村党支部书记

庞先和告诉记者，今年已70多岁的老李
发扬老黄牛精神，不怕苦、不怕累，每天
天一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坚持定时巡路，
发现“脏乱差”及时清理。无论严寒酷
暑，他每天将全村产生的几吨垃圾送到
镇垃圾中转站。任劳任怨的老李得到村
民们的一致认可，经村民们推选上了光
荣栏。

“结合这次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共选
出好村民、好家长、好丈夫等类型的13
位优秀乡贤，正是有了众多村民的参与
支持，全村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我们
有信心把周韩村建设成干净整洁、碧水
环村、满含乡愁、产业兴旺、适宜人居的
村庄，争取创建成泰州市特色田园乡
村。”庞先和对此充满信心。

周韩村乡贤光荣栏引领崇德向善新风尚

总投资1.62亿元，建成后将承接第二十届省运会水上赛事

水上运动中心效果图。

垛田街道召开2020年根治欠薪
夏季专项行动布置会，对专项行动
进行动员和部署。 张小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