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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刀真枪找差距 从严从实抓整改
市教育体育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12 月 5 日下午，
市教育体育局党组领
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
导班子召开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市委主题教育第十
上关于
“找差距”
提出的
“四个对照”
“四个
一指导组组长蔡兵出席并作讲话。
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
刻剖析。
民主生活会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
聚
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陆海峰代表
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
局党组领导班子进行检视剖析，
并带头作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
了个人检视剖析。
班子其他成员分别作了
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检视剖析。大家自我批评勇于揭短亮丑，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
触及思想灵魂，触及问题实质，相互批评

实事求是，
敞开心扉，
坦诚相见。
指导组组长蔡兵在点评时指出，
市教
育体育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很好，
大家
既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初心使命教育，
又受
到了一次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
进一
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凝聚了力量。
就做好主题教育后半篇文章，
蔡兵提出了
四点要求，一要强化理论武装，进一步把
学习贯彻新思想引向深入；
二要加大整改
力度，在解决问题上取得更大成效；三要

加强制度建设，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主题教
育成果；四要抓好总结收尾，确保主题教
育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陆海峰代表局党组班子作总结表态
发言。
市教育体育局党组班子将坚持不懈
加强政治建设，持之以恒抓好理论武装，
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
以实实在在的整
改成效向广大干部群众和全体师生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建设
“强富美高”
新启
东作出更大贡献。 （市教育体育局）

增强忧患意识 护航平安校园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2 月 4 日下午，省教育厅召开了全
省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我市设立了视频会议分会
场，市教育体育局局长陆海峰、副局长施
洪飞出席了会议。
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在讲话中指
出，全省学校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要坚持问
题导向，扎实开展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要强化责任落实，以过硬作
风确保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取
得实效。他要求，全省学校在扎实开展
校园和校车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要坚持
五个原则，即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坚持

聚焦重点原则、坚持条块结合原则、坚
持齐抓共管原则、坚持过程与成效相统
一原则，通过建章立制、压实责任、细
化措施，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重点环
节、重点时段安全隐患，解决基础性、
源头性问题，把学校建设成师生满意、
社会家庭放心的平安校园。葛道凯详细
解读了 《省教育厅关于校园和校车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十
个方面的“有效落实”，即实验室和危
化品管理有效落实、消防安全有效落
实、治安防控有效落实、校车交通安全
有效落实、食品安全有效落实、传染病
防控有效落实、建筑与施工安全有效落

实、实习实训安全有效落实、维护稳定
措施有效落实、安全教育有效落实。他强
调，全省学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
要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要抓好
问题整改，增强问题意识、风险意识和
忧患意识；要强化安防保障，在人防、
物防和技防上加大投入；要严格督查问
责，把专项整治行动情况列入部门和干
部考核内容。
视频会议结束后，陆海峰作总结讲
话。他首先传达了省委中心组学习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强调深刻认识安全生产
的重大意义，是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要
深刻领会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理念原则和

方法，努力交出让中央放心、人民满意的
安全生产江苏答卷。同时要求各学校要
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的责任感；要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学校安
全工作的水平；要落实责任，确保全市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
施洪飞传达了南通市安全整治工作
会议精神，并对下阶段全市校园和校车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进行了部署。市
教育体育局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全市各
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收听收看了会
议实况。
（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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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扬帆再启航
—— 我 市 骨 干 幼 教 团 队 赴
杭州参加第六届幼教年会活动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以“学前教育公平与质量
——全球经验、中国焦点”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幼教年
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启东幼教一行 13 人如约
而至，
参加了一场视觉、听觉与思想的盛宴。
本届年会秉持“视野、交流、融合”的宗旨，分享教
研成果，开阔教师视野，交流办园经验，提升保教质量
……4 天时间，来自欧、亚、美等国家的 100 多位分享嘉
宾展现了各自风采，其中包括国内外知名专家、园长、
教师，按 19 大专题模块分布于 19 个会场，共 200 余场
学术报告及一线实践经验分享。
每天都有名师大咖的专题讲座，启东的 13 名参会
成员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和专业喜好进行自主选择、
合理安排。各个会场里都留下了启幼人认真学习、积极
研讨的身影。
12 月 4 日，启东幼教参会成员赶赴上海，分两条路
线参观上海名园，为期 6 天的学习之旅在满满收获中落
下帷幕。于老师们而言，这是思想与实践的并进，是行
动与思考的齐行；是学习与反思，是积淀与成长，更是
促使启东幼教人踏上新征程的方向标的不懈动力。
（基教科）

·教育动态·

青蓝同台硕果香 辐射引领温暖行
——刘爱东劳模（名师）创新工作室“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成果展示活动侧记
为充分发挥劳模和名师的辐射引领
作用，提升教师教育理念，优化“青蓝”工
程活动效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12 月 5
日，刘爱东劳模（名师）创新工作室“青蓝
工程”师徒结对成果展示活动在永和小
学如期举行。
市教育工会主席陆卫星、副主席戴
宏，南阳镇教管办主任陈建国，永和小学
校长姚晓雷，
刘爱东劳模（名师）创新工作
室领衔人刘爱东，
以及南阳镇各小学的数
学教师、
南通市启东小学数学乡村骨干教
师培育站成员、刘爱东劳模（名师）创新工
作室成员60多人参加了活动。
上午 8 时，在永和小学三楼多功能
教室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陆卫星结合
此次活动的开展，向与会老师介绍了劳
模工作室的活动宗旨和目标要求，他希
望通过此次成果展示活动，既能促进老
师之间的交流互动，更能充分发挥劳模
和名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帮助更
多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早日成名成家。
陈建国对劳模（名师）创新工作室“青蓝
工程”师徒结对成果展示活动表示欢迎，
希望南阳镇各学校的与会老师充分把握
机会，认真学习，积极反思，有尽可能多
的收获。在大家的见证下，工作室领衔人
刘爱东与南阳镇青年教师杨晓燕、范海
华签订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协议书
（如图）。
接着，由工作室 5 位成员分别执教
了成果展示课。曹健老师执教的《认识方
程》、崔海华老师执教的《不含括号的三
步混合计算》、陈凯老师执教的《用字母
表示数》、徐颖翠老师执教的《可能性》、
徐海霞老师执教的《有趣的日历表》，从
各个角度展示了工作室近年来“基于核
心概念提升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课堂
教学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整体性、关联性、
趣味性、开放性、思考性等特色。工作室
导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启东实验
小学校长陈金飞执教的《形数》一课，把

●11 月 30 日，开发区中学喜获南通市“聚恒
杯”航空、航天模型比赛团体一等奖。施媛媛、薛峻
文、陈家林、徐兰茜四位队员囊括中学组个人成绩
前四名。

●12 月 3 日下午，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年
轻班主任和参赛选手相聚在汇龙小学学华分校，
举行
“班主任话细节”
十佳作品现场演讲比赛。

课堂教学推向了高潮，学生自主探究的
兴趣被充分激发，真正达到了“教为不
教，不教而教”的教学境界。
下午，姚晓雷以身边教师的职业幸
福感、学校深度发展的幸福情为例，作题
为《引领专业成长，体验职业幸福》的讲
座。姚晓雷从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职
业荣誉感和职业幸福感三个方面，阐述
了永和小学的办学理念和近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工作室领衔人刘爱东以工作室
成员的课堂教学内容为例，作题为《透视
核心概念，提升核心素养》的专题讲座。
他从数学概念的界定入手，畅谈自己对
数学核心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并提出了
优化概念教学、发展核心素养的策略。
刘 爱 东 劳 模（名 师）创 新 工 作 室
2018 年 10 月被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确
认为首批省教科系统示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 才 创 新 工 作 室（全 省 小 学 仅 两 家）、
2019 年 4 月被启东市总工会确认为三星
级（最高级）劳模创新工作室、2019 年 7
月被启东市教育局确认为第二批名师工
作室。此次“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成果展
示活动的开展，促进了不同学校、不同学
段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为工作室教
师教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
（教育工会）

寻找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12 月 6 日，长江小学教师薛璇瑜在由教育部
中央电馆教主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教师教育教学
信息化交流决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12 月 8 日，历时一个多月的 2019“ 市长杯”
苔趣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拉下帷幕。徐龙小学和
和合小学分获小学男子甲、
乙组第一名。

市政协教育界召开推进“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室建设工作座谈会
11 月 28 日上午，市政协教育界委员
一行 17 人在长江幼儿园会议室召开“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工作座谈会。
活动由吴春华组长主持。南通市政
协委员、长江幼儿园园长浦新梅致欢迎
辞，并作“踏步前行 步步生辉”的园
所特色介绍。浦新梅从幼儿园的园风园
貌、幼儿的安全、多彩的活动、班级课
程环境，以及取得的累累硕果等方面作
了介绍，委员们对长江幼儿园的发展给
予肯定。
接着，吴春华组织大家学习政协办
文件，
“ 四通知一方案”
（《关于组织委员
积极参与“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

工作通知》
《关于建立“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室委员履职小组的通知》《关于印
发政协启东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智库
名单的通知》
《启东市全面推进“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工作方案的重要
讲话精神》）。吴春华就议题的提出、议事
的范围、会议的程序等作了说明。他表
示，协商议事室的建设表明了政府更加
高度关注民主，通过协商，形成共识，画
出同心圆；也是促进干部工作的转变，在
广泛商量、高度民主实现维护好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
“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室是党委政府好帮手，人民群众连心桥，
委员履职新平台。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

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吴春华要求大家深
入调研，了解民生，鼓励大家积极准备，
提出高质量的优秀提案。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赵凯旋对“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和提案作了说明。他
指出，协商议事是突出政协参政议政民
主协商的主题，代表多方利益，帮助寻找
最大公约数，理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更好发挥政协作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有事好商量，事前调研很
重要，大家要积极参与进来。对于提案，
赵凯旋建议大家多看多问多调查，一事
一议，切口要小，体现一个教育人应有的
水平。

市政协陈永生主任对“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室产生的背景作了阐述，让各
位委员对“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第二中专的方兵主任畅
谈了参与“有事好商量”的体会。在短短
的半天学习中，委员们收获多多，纷纷表
示，在政协委员履职工作中，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建言献策，以自身的
实际行动助力启东发展。
最后在浦新梅的带领下，部分委员
观看了幼儿园环境和幼儿区域活动。大
家对自然角、一米阳光种植园地等充满
了兴趣，
感受到孩子们的快乐与童真。
（长江幼儿园）

●近日，共青团启东市委、市教育体育局、市
语委办联合举办“爱在东疆 情暖西乡”——中学生
“成长吧，青春”
风采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