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版） 南通市教育局副局长金海清
也认为， 要通过一批基础教育学校的协同
推进，不断提高物型课程的实施水平。

省教研室主任董洪亮大声疾呼：“物型
课程的建设要高度重视让学生回到真实的
自然状态。 ”省教科院基教所副所长倪娟博
士则从课程论的角度指出， 物型课程不仅
是校本课程， 也不仅是隐性课程和环境课
程，需要对物型课程进行系统建构，形成物
型课程论。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教
授提出，要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去理解优美
的校园环境的特征和基本元素， 实现学生
与校园中的物之间的对话， 产生独特的体
验和认知，激发学生的情感，从而与显性的
课堂教学产生互补。

孙其华表示，要充分发挥江苏教育报刊
总社的优势，协同一批优质学校，形成“媒
体+智库”“典型+模型”“理论+实践”的合力，
共同推进项目的实施，为全省基础教育品质
的提升、质量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

闻新 点击

�10 月 24 日， 如皋经济
技术开发区何庄幼儿园组织
开展 “快乐的 ‘绘丰年’”活
动， 教师们带着小朋友一起
走进稻田， 用画笔描绘丰收
的稻田，踏觅金秋。

张慧 顾炜炜 摄

本报讯（记者 王艳芳 通讯员
江伟民）近日，启东市 80 多所学校 4
万多名学生和如东县 117 所学校 6
万多名学生积极投入到爱心图书捐
赠公益行动中， 各校联合南通市委
组织部、海门市图书馆等部门，共捐
赠图书 30 多万册，价值 700 余万元。
10 月 27 日，这些爱心图书运抵新疆
伊宁县。 至此，南通已为伊宁捐赠图
书 100 余万册，价值 2400 万元。

2017 年，第九批南通市对口支援
伊宁县工作组进驻后发现，当地中小
学藏书缺口达 80 多万册，“课外无书
可读”成了伊宁县各族学生面临的一
大困境。 于是，南通援疆工作组创新
开展“让阅读照亮边疆孩子的未
来———爱心图书捐赠公益行动”，并

计划通过 3 年努力，为伊宁县募集图
书 120 万册以上，让伊宁县每一所学
校都拥有图书馆，让每个教室都拥有
图书角，让每一个孩子课外读本拥有
量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水平。

南通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
响应这一行动。 去年 6 月，海门市首
次募集爱心图书 20 万册， 价值 500
万元；今年 1 月，南通市崇川区、海门
中医院等募集图书 10 万余册， 价值
200 万元；5 月，如皋市、海安市、通州
区、 港闸区和开发区共募集图书 40
万册， 价值 1000 多万元……截至目
前，伊宁县 118 所中小学、1900 多个
班级全部配置了由南通援疆工作组
筹集经费制作的书柜， 里面放置了
爱心图书。 这些图书全面改善了伊

宁县各族孩子的阅读环境和质量。
两地以书为媒，开展“同读一本

好书”“相互写一封信” 读书交流活
动，组织优秀读书笔记、学习心得评
选和“书香班级”创建活动，掀起读
书热潮。 南通援疆工作组还组织优
秀学生参加“南通伊宁青少年‘手牵
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夏令营，激发
伊宁学生阅读兴趣。

伊宁县委副书记、南通援疆工作
组组长张华表示，“让阅读照亮边疆
孩子的未来”公益行动，加强了两地
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 加深了南通、
伊宁两地友谊。 第九批援疆工作组
将发动更多南通人民为伊宁县捐赠
图书， 把对口援疆工作往深里做、往
实里做。

捐赠图书 100 余万册价值 2400 万元

南通用爱心图书“照亮”边疆孩子未来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政 记者 李大

林）每天早晨，南京林业大学校园里一片热
闹景象， 随处可见身着运动服的学生在校
园内奔走，四处“打卡”。“系统显示我的这
一站是林学院大楼， 下一个打卡地点是教
学主楼。”满头大汗的大一新生刘萱一边刷
动手机屏幕，一边兴奋地说。

刘萱所说的“系统”，是南林大在新学期
引进的校园智慧体育平台“乐道乐跑”APP。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南林大坚持创新方式
方法，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运动乐
趣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南林大体育部主任金晶介绍， 南林
大 2017 年本科生体质健康测试分析报告
显示， 该校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多
年来稳定在 90%以上，但长跑、男生引体向
上、 女生仰卧起坐等项目的不及格率有上
升趋势。为应对这一现象，南林大设置了不
少“硬指标”：全体大一新生都有跑操任务；
体育课无补考，一旦不通过须重修；全体本
科生均需参与每年一次的体质测试， 男生
测试 1000 米，女生测试 800 米。

为提升大学生身体素质、 践行阳光体
育精神， 南林大今年将传统的操场跑圈调
整为校园内“定向越野”。“我们在校园内设
置了 25 个打卡点，涵盖校园内各类标志性
特色建筑，同学们需要在每公里 4 至 10 分
钟的配速内完成每天的额定值（男生 1.5
千米，女生 1.2 千米）。 ”金晶说。

根据南林大发布的晨跑规定， 学生须
在 12 周之内完成 35 次打卡， 该学期的体
育成绩才会有效。此项规定一出台，让不少
“宅男”“宅女”捏了一把汗。 从试跑一周的
后台数据反馈来看， 超过 96%的学生可以
轻松完成每天的任务。

南林大晨跑变身
“定向越野”

本报讯（记者 李大林 通讯
员 王加燕）“我每天都早早进班，
组织学生打扫卫生、指导早读、督促
午休、陪伴晚自习、检查就寝……十
几年下来， 这就是我的日常教育生
活。 ”10 月 25 日， 连云港市连云区
教育局举办 2018 年“立德树人”师
德教育报告会（青年教师专场），连
云港市师德模范、 东港中学教师侯
玉利向全区 2016 年以来新聘教师
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

围绕做优做实师德教育， 近年
来，连云区积极创新培训途径，通过
校内宣讲与全区巡讲、 自我讲述与
他人叙述、区局定制与学校自选“三
结合”模式，为全区教师提供多样化
师德教育活动“套餐”，着力提升师
德教育成效。

2016 年以来， 连云区教育局持
续在全区开展“点赞身边人”系列活

动。各中小学、幼儿园挖掘身边优秀
典型，开展小型师德故事会、报告
会等，营造良好师德风尚。 区教育
局从各校推选的师德典型中遴选
教师成立全区师德教育报告团，设
立若干培训点开展巡讲。 2016 年和
2017 年，该区分别以“点赞身边人”
和“践行十九大、涵养家风润行风”
为主题，举办全区师德主题巡讲 20
余场。

“校内宣讲与全区巡讲相结合，
实现培训模式多层化， 让更多教师
发现身边的榜样人物和先进事迹，
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连云区教育
局副局长张克林说。

为让优秀的师德故事入脑入
心， 该区在师德巡讲活动中创新视
角， 以自我讲述和他人叙述两种形
式进行宣讲。 在 2016 年巡讲活动
中， 不仅有 8 位教师代表讲述爱岗

敬业的师路历程， 还有两位教师以
“旁观者”身份介绍身边同事的感人
事迹。 与此同时，该区充分利用“美
丽连云”微信平台，持续推送全区师
德模范先进事迹， 让一线教师常态
化感受师德师风熏陶。

针对多元化培训需求 ， 连云
区还采取区局定制与学校自选相
结合模式 ， 分层开展师德培训 。
2018 年教师节期间， 该区评选出
“立德树人”标兵，并从中推选 3 名
优秀代表组成报告团，面向全区中
层以上干部开展师德专题报告。 在
此基础上，基层学校结合本校师德
建设现状，“私人定制” 师德报告。
学校选用“区师德报告团成员+本
校师德先进人物” 相结合的方式，
组成新的师德宣讲小组， 由点及
面 ， 不断扩大一线教师师德教育
受训面。

培训多层次 活动多样性 平台多元化

连云港连云区：打好师德教育“组合拳”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父亲告
诉我，荣誉属于过去 ，未来是要靠现
在去拼搏和努力的。 他说他只是一个
普通人，做着平凡的事，国家给的荣誉
不能作为资本拿出来炫耀。 ”10 月 25
日，王继才之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
友、 南京港边防检查站警官王志国在
该校做《父亲的 32 年》演讲。从王志国
的点滴回忆中， 在场师生走近了英雄
王继才， 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令
师生动容。

2018 年 7 月 27 日， 全国时代楷
模、在连云港开山岛坚守 32 年的守岛
英雄、 曾受到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的
海防前哨老民兵王继才， 在执勤期间
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自 1986 年 7 月起， 王继才和妻子

王仕花两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 守卫孤岛整整 32 个年头。 他在艰
苦卓绝的困难面前不低头， 在邪恶势
力面前更表现出了一位守岛卫士的凛
然正气。

王志国说，6 岁前他一直和父母一
起生活在岛上，6 岁之后才离岛上一年
级。“当时很多同学都觉得我是‘另
类’，说我是没有爸妈的孤儿。 别的小
朋友的童年都很丰富多彩， 我的童年
爸爸妈妈很少在身边。 在他们心中，那
个岛比我们三姐弟更重要， 我那时也
跟父亲说过很多气话。 ”

王继才家境清贫， 夫妻俩收入不
高。“我升高中时要交 5000 元择校费，
家里拿不出来。 父亲为了我上学，在镇
上贷款 4700 元。 他和妈妈在海里摸螃

蟹，卖了还债。 ”王志国说。
守岛这些年来，王继才先后获得过

100 多项奖励，有各种荣誉证书、奖杯、
奖章。 王志国说， 父亲没有把这些证
书、奖杯和奖章摆出来、挂起来，而是
全部塞到一个箱子里。

守岛过程中，从事犯罪行为的不法
分子试图用金钱贿赂王继才， 王继才
的生命安全甚至还受到过威胁， 但他
始终坚持原则不屈服。 他们夫妇经常
救助过往渔民。 曾经有一条渔船翻了，
3 个渔民落水，王继才冒死相救，身上
被擦伤留下永久伤痕。“小时候和父亲
一起洗澡，我还常笑话他的伤痕，后来
明白 ， 这是他的奉献精神留下的印
记。 ”王志国说。

王志国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

工程专业 2013 届硕士毕业生，他原本
也想从事本专业工作， 发挥才能，但
父母都希望他当兵。“为了圆父亲心
愿，我毕业后选择从军。 对我而言，这
就是尽孝心。 我以前不理解父亲，问
他守岛到底能获得什么。 他说，获得
了心安。 后来我当了兵，逐渐明白了
父亲的话。 ”

报告会期间，不少师生泪流满面。
他们纷纷表示， 为南航大有王志国这
样优秀而质朴的校友感到骄傲， 更为
身边有王继才这样伟大的英雄而自
豪。“大家既是聆听者，也是英雄精神
的传播者和发扬者。 我们应该向王继
才夫妇学习， 守住自己心中的‘开山
岛’。 ”南航大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张
秋香说。

为圆父亲心愿，王志国硕士毕业后选择当兵

守岛英雄王继才之子讲述“父亲的 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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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绘丰年”活动

2019年中学生
英才计划即将开启

本报讯（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黄
奕涛）10 月 29 日，2019 年江苏省中学生
“英才计划”南京站宣讲活动在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举行。据悉，这一项目实施 5 年
来，我省共有 164 名优秀中学生入选，在南
京大学导师团队带领下， 开启为期 1 至 2
年的科研探究学习。目前已有 93 名学生顺
利进入高校，其中不乏清华、北大、哈佛、耶
鲁等中外名校。

“英才计划” 由中国科协、 教育部于
2013 年发起，目的是通过支持中学生走进
大学实验室， 进而发现一批具有创新潜质
的优秀中学生， 促进国家科技创新后备人
才的培养。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等全国 20 所知名高校均参与其中，
江苏选拔活动由南京大学承办。

高邮推广“八礼四仪”
微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韦玉新 王超）日
前，高邮市南海中学举办“八礼四仪”微课
堂观摩展示活动。 微课堂以“观赏之礼”为
主题，通过师生互动、现场模拟、文艺汇演、
讲解展示等环节， 立体呈现观看演出时需
遵守的各项礼仪规范。

“八礼四仪”微课堂是高邮市未成年人
文明礼仪养成教育的品牌项目， 侧重将文
明小细节搬上三尺讲台主阵地， 以体验式
教学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得到启发、获得
感悟。该市各校围绕微课堂建设，已成功打
造出多个富有校本特色的文明礼仪品牌。
近年来，“八礼四仪” 微课堂活动逐渐将阵
地延伸至社会大课堂， 让青少年在社会实
践活动中，进一步学习、感知、践行文明礼
仪规范。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与烹饪博物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许妍 通讯员 张伟）
10 月 29 日，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举办建校
四十周年发展大会暨高峰论坛，来自 57 所
中外友好院校、31 家紧密合作企业嘉宾和
校友代表等 200 余人齐聚一堂， 共谋职业
教育发展大计。会上，该校酒店与烹饪博物
馆、旅游文化研究院揭牌，此举标志着该校
酒店与烹饪博物馆正式投入教育教学，并
对社会开放。

该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是
国内高职院校首家专业类博物馆， 藏品
600 余件、时间跨度从晚清至现在。 该博物
馆集文化收集、文化育人、文化创新三大功
能为一体，旨在通过“馆课互动”模式，服务
专业教学与研究，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全国地理信息科学博士生
学术论坛在南师大举行

本报讯（记者 潘玉娇）10 月 26 日至
28 日，第八届全国地理信息科学博士生学
术论坛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 46 所高校、科研
院所的 101名博士生现场作报告。

该论坛已成功举办 8 届， 在全国产生
较大影响力。 本届论坛由南师大地理科学
学院协办，“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李德仁教
授等专家围绕“地球空间信息学的创新发
展”“从人工智能到点云智能”作主题报告，
并就博士生如何做好科研、 发表高质量学
术论文给予指导。

物型课程：建构
学校教育的“空间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