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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

中国历代重点名句

《论语》
欲速则不达, 见小

利则大事不成。
言必信，行必果，果

必信。
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瞻之在前，忽焉在
后。

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

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不患贫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

均无贫，和无寡，安
无倾。

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

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身。

《礼记》
一张一弛, 文武之

道也。
学然后知不足，教

然后知困。
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学,不知道。
独学而无友，则孤

陋而寡闻。
凡事豫（预）则立，

不豫（预）则废。
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
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穷则独善其身，达
则兼济天下。

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

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也。

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两耳塞豆，不闻雷
霆。

志士仁人，无求生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权，然后知轻重;
度，然后知长短。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荀子》
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白沙在涅，与之俱
黑。

《庄子》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日若醴。
吾生也有涯，而知

也无涯。

《管子》
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韩非子》
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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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5日，市教育局举行
全市高层次教育人才考核奖金发放仪式，
对通过考核的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
进行奖励。局长王劲松出席仪式并讲话，副
局长崔巍主持，受奖励人员和相关科室负
责人参加。

王劲松为获得 2016―2017 学年度考
核奖励的全市高层次教育人才颁发奖金。
他代表局党委向大家表示祝贺，并肯定大
家在各自岗位上通过不懈努力取得的成
绩。他希望受奖励人员要在学校管理和立
德树人的实践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
更多教师教出风格、教出水平、教出口碑，

做学生喜爱、家长欢迎、社会认可的良师。
要围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守信念、不忘
初心，胸怀全局、勇于担当，做好标杆、主动
作为，为全市教育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上，受奖励人员之一、江苏人民教育
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我校校长、党委书记
邹施凯作了交流发言，并自发与江苏省教
学名师、我校教科处副主任胥照方从奖金
中分别拿出六万元、两万元共同设立总额
为 8万元的“校长名师·冲剌高考奖学金”，
奖励在冲剌高考阶段处于领先位置和取得
明显进步的本校学生，对于这一举动，王劲
松局长表示感谢。 （校长办公室）

全市高层次教育人才考核奖金发放仪式举行
邹施凯胥照方共同设立“校长名师·冲剌高考奖学金”

本报讯 10月 18—19日，盐城市
教科院专家组对东中展开了为期两天
的教学视导。视导的多方位、全覆盖，宽
视野、深层次，通过反馈体现了不一般
的价值输出。从东中办学高位发展的逻
辑考量，以“砥砺创新、深度融合、持续
高效、内涵跃升”的姿态更加充分实现
老百姓对东中办学高质量、高品位的要
求，成为本次视导的核心关切。

在 19日下午的反馈交流中，视导
组组长、建湖县教育局副局长单加文代
表视导组，从办学理念、目标引领、优化
管理、质量监控、工作重点、细节落实等
六个层面，充分肯定了东中在教育教学
管理、高效课堂构建、质量指标追求、学
生特色发展、科研兴教实施、过程激励
推进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业绩、积累的成
功经验。

视导组认为，将“做有文化的东中
人”作为育人旨归，结合“勤能煮海、进
可登天”的励志校训和“另起一行，我是
第一”的成功追求，致力打造学校文化
特质，引领性极强；学校的高位目标和

激励措施，将发展意识更具体、给师生
加注了更持久的动力；高尖人才的培养
思路清晰、方法精准，一大批高层竞赛
获奖学生成为身边的励志典范；“五到”
管理策略、扁平化管理模式、家校共建
创新为学校质量高地的打造厚植了根
基；“让学引思”课改实践、“两课四建
设”的深度推行、校内专家的常态听课
指导以及突出过程反馈的《教育教学情
况通报》，把学校的质量提升系统更具
特色、更赋效能；在教学细节的打磨上，
教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重视
集体协作的智慧，高度重视课题研究，
抓实相互学习与研究，最大化提高训练
效益；各年级教学管理思路清晰，计划
性强，阶段工作重点明确，一系列措施
保障了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就内涵
发展、教师成长、复习策略等话题，视导
组同与会人员进行了具体交流、探讨，
把视导的价值输出进一步引向深入。

邹施凯校长表示，视导组对东中的
文化、目标、管理、监控、细节等重点给
予充分的肯定，向我们传递出很强的正

反馈，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高效课堂
建设、学科协调发展、名师平台打造、科
研价值转化等牵动内涵发展的“要件”
上大有文章可做，永无止境。我们必须
加大力度，在发展中实现跃升。

对于本次视导，王劲松局长十分关
心。他指出，在邹校长带领和大家的共
同努力之下，这两年来，东中的教育教
学管理、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等各方面
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何把东中办成高
品质的示范高中，如何以更高的价值输
出回应社会的关切，王劲松结合视导反
馈提出五点意见。

第一、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质量是立校根本，没有高的质量老百姓
不满意。每年的高考业绩就是学校办学
影响力之所在，它体现在数据和质量
上。这既是我们的压力，也是对我们提
出的挑战。学校在教学管理、高三复习
策略的研究、基础年级的强基固本上要
不断强化。东中明年本一的目标达到
75%，才能缩小与南通地区、与省内先进
校的差距。（下转第三版）

我校接受盐城市普通高中教学视导
本报讯 10月 12日上午 11：00，在市政

府办公室安排下，我校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
走进市人民广播电台“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
就社会关心的东中教育、政风行风建设等话
题，在线回答了听众提问。

应主持人的要求，邹施凯首先介绍了东中
办学的指导思想，全面搬迁城东校区办学两年
来学校发展的重大变化，在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上采取的有效措施。

邹施凯说，为全力追求东中办学质量的高
位跃升，我们以厚植东中特质文化为核心，高
举做有文化东中人的旗帜，围绕“质量、安全、
满意”的办学目标，致力“夯实过程、厚实能力、
锻实素养”，聚焦“两课四建设”抓质量，努力让
人才培养更有梯度、更有质感，让质量的塔顶
更宽更厚，力争在全省首批创建高品质示范性
高中。近年来，学校在继承中创新“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的教育思想；运筹中深耕“课比天
大、教师第一”的教学主张；实践中丰满“勤能
煮海、进可登天”的励志校训；发展中厚植“做
有文化的东中人”的价值引领；教学中优化“两
课四建设”的质量架构；管理中筑牢“人性似
水、制度是渠”的哲学根基。

为让“另起一行，我是第一”有更多的实力
体验，学校优化落实了学科奥赛、高层次论文
竞赛、双语大赛等各类辅导。通过单项奖和自
主招生组织奖，对接名校自主招生，激励过程，
师生追求更有“获得感”。各类奖学金制度（磊
达、东强、颐高）的推行，极大地厚实了东中质
量高峰的激励基础。

为充分掌握并用足用活自主招生政策，在
市教育局主导下，我们先后与清华、北大等名
校建立了信息交流渠道，全面了解并明晰冲刺
清华、北大等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路径。为东中
这两年打造“质量塔顶更宽更厚”提供了方法
论依据。

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三年来东中在管理
层面，先后提出“三新”发展定位，“三精”质量通道和“三实”
过程控制的管理思路，让每个年级，每位教师，每位学生都找
到成功的感觉，都能焕发“我是第一”的激情。
“随着东中办学质量的不断提升，东中教师的知名度也

水涨船高。发生有偿家教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东中是如何
抵制有偿家教的？”这是直播中接入的第一个电话，来自一社
区居民。“我是一个高三学生家长，随着高考的临近，孩子的压
力也越来越大，学校在这方面有什么应对办法？”“我是一名老
教育工作者，东中作为一所老牌的‘四星’高中，今年提出争创
首批‘高品质示范高中’。请问什么是‘高品质示范高中’？东中
在创建中有哪些具体措施？”“我在乡镇一所高中从事政教工
作，最近市教育局在全市大力推行养成教育工作。我们想知
道，东中在德育工作实践上有哪些创新举措？”……面对听众
提出的诸多问题，邹施凯都认真解答和说明，听众十分满意。

邹施凯表示，今天在“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和大家一
起交流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话题，机会难得。十分感谢社会
各界、家长朋友多年来对东中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
大家对东中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今后的发展多提宝贵建议。
让我们携手，共同促进东中政风行风建设，提升管理效能，保
障教育民生利益的最大化。 （陈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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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关注”。拥有 8900万党员，尊为全
球最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
表大会，自然牵动着东中基层党组织的
时代关切。10月 18日上午，东中党员教
师按时在录播教室（1）集中收看会议直
播，由于录播教室容量有限，很多党员
教师自发在办公室联机收看。他们俨然
在“分会场”参会，如临其境，好似十九
大“场外代表”，实实在在体验了一份党
员的神圣权利。
习总书记近三个小时的精彩报告，

引得大家全神贯注。一系列重要论述，
直抵大家的心灵。党的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阐述，
三步走战略的高稳推进，社会事业的不
断跃升，科教兴国战略的坚定落实等，
让党员们感悟深刻，对道路自信、政治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不
移，对党的“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充满信
心。习总书记的报告，堪称鸿篇巨制，对

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具有纲领性的价
值确立。 （陈建初）
又讯 为了隆重庆祝党的十九大，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10 月 21 日至 22
日，市教育局在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举办
了主题为《欢庆十九大，放飞中国梦》的

2017年全市中小学文艺会演。全市 69
所中小学（校区）参加演出。由我校艺术
组王晓兰老师指导、高一年级朱琦、严
佳琪等十八名同学表演的群舞《春天的
芭蕾》，受到良好的社会赞誉。

（教务处）

入席，做十九大的“场外代表”
欢庆党的十九大我校芭蕾走进西溪旅游文化景区

本报讯 青春蕴含着极大的能量，
它是疯狂、是张扬，是高调、是铿锵……
只要给一个端口，它甚至能创造颠覆性
的生命模样。10月 21日，江苏省东台中
学为这样的青春，在这个伟大的新时
代，打开了一个端口，让三千学子的青
春能量燃情爆发。

清晨，2017年江苏省东台中学秋季
田径运动会浓情开幕。开幕仪式诚如预
期，被演绎成青春能量的七彩爆发。它
刷新了人们对青春价值的再审美，对青
春豪情的再感知，对青春能量的再惊
叹。七彩的青春，七彩的能量，秋运会的
入场仪式被颠覆出道道“心流”直抵心
灵……令人无不震撼！

五十五个班级，五十五份创意，五
十五种风采。在学校方阵的高昂引领

下，各班从“最拿魂”的角度以“最开怀”
的形式，诠释出他们对青春东中、文化
东中、明亮东中的理解与追求，对东中
特质文化的坚守，对人生梦想、青春能
量的精彩释放。
绚丽炫目的造型，寓意深刻的拼

图，惊鸿一瞥的穿越，古朴典雅的汉风，
脑洞大开的魔法，玩皮卖萌的卡通，励
志夺人的呐喊———充盈着、撞击着属于
东中人的青春世界！
他们，秉天地之正以立心，究乾坤

之变以立学；他们，携少年之志与白云
共游，凝青春豪气同天地比高；他们，高
举信念的火把，昂首挺胸，直待 2018
竞风流；他们，刚毅坚强，意气激昂，坚
信 At t i t ude i s ever yt hi ng；他们，
浪打鱼鹰，天筑勤华；满弓如月，意气风

发；他们，青春不被氧化，理想不被还
原，时间不可逆转，争先当下；他们，是
战狼，为胜利、为拼搏而来，为心中的大
学梦想而来！

这是七彩的青春图谱，它们在运动
场上交汇、在碰撞，在发酵，并引发出剧
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出叠加的能量奔
腾。这一幕幕场景，吸引了全体师生和
受邀家长，现场不断传来掌声、喝彩声
和相机的快门声。

当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宣布秋运
会开幕后，装满整个操场的青春能量再
次爆发，300羽和平鸽、一束束彩球伴随
礼花冲天腾飞，现场一片欢腾。

开幕式由谢谦云副校长致辞，教师
张阳、学生张岩分别代表裁判员、运动员
宣誓，赵志刚副校长主持。 （陈建初）

秋运会开幕，青春能量呈七彩爆发

本报讯 10 月中旬，
2017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
（江苏赛区）结果揭晓，我校
高三（1）班张燕、高三（2）班
于一丁、陆思达、潘勉之等 4
名学生获得一等奖。自此，
今年我校共有 35名学生在
数理化生学科竞赛（江苏赛
区）中获得一等奖。高三（2）
班练子浩等 12名学生获得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
苏赛区）一等奖；高三（2）班
焦剑波、刘顾成、陆思达、潘
勉之、王晨旭、王鸿飞、谢宇
浩、徐浦晨、杨国辰、庄瀚

林，高三（6）班曹德壮和高
二（2）班徐章琦等 12 名学
生获得第 31届中国化学奥
赛（江苏赛区）一等奖，高三
（2）班于一丁、庄瀚林、徐
晗、陆凤彬、夏卫平、陈佐和
周驹等 7 名学生获得第 34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江
苏赛区）一等奖。取得这样
的成绩，是我校广大师生共
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校
“另起一行，我是第一”办学
理念在学生学科竞赛中显
现出的可喜成果。

（校长办公室）

35名学生获数理化生学科竞赛
（江苏赛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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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青春的活力 抒发励志的情怀
----我校 2017年秋季田径运动会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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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赛（团委、学生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