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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2）班 陈劭杰

高三（2）班 陈苏华

高三（1）班 崔容益

高三（1）班 丁贵冯

高三（2）班 练李军

高三（1）班 翟嘉华

高三（2）班 张 恺

（二、三等奖名单略）

第 届中国化
学 奥 林 匹 克 竞
赛（江 苏 赛 区）
获 奖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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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10月 12日，第 30届中国化
学奥林匹克竞赛（江苏赛区）结果公布，我
校 7名学生获得一等奖，获奖档次和获一
等奖人数均居盐城市同类学校之首。这是
我校继今年 6 月 22 名学生获得 2016 年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江苏赛区）一等
奖后，学生参加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取得的
又一可喜成绩。

去年暑期，我校全面迁入城东新区办
学，为了更好地组织学生参加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科奥林匹克竞
赛辅导小组，以具有奥林匹克教练员资格
的老师为主全面参与辅导。据化学学科奥
林匹克竞赛辅导小组组长刘华清介绍：8
月 28日，第 30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江苏赛区) 暨江苏省高中化学竞赛决赛
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举行,经过选拔
赛获得本次比赛资格的我校 14 名学生，
与来自省内 120多所学校的 1300多名学
生角逐。竞赛试题涉及大学无机化学和有
机化学内容。与往年相比，命题风格、题型
结构、呈现方式等都具有连续性和稳定
性。但今年对元素和化合物的性质及推
断，对有机化学反应的机理和有机物的性
质与推断能力以及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
能力要求较高，其中涉及有机化学内容的
分值增加，难度加大。竞赛中，我校参赛学
生以平常心和自信力，努力彰显自己的实
力，最终取得良好的成绩。

(校长办公室)

七名学生获中国化学奥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10月 26日下午，“江苏人民教育
家培养工程”第二批培养对象教育思
想报告会暨第七期“盐阜名师讲堂”在
盐城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盐城市在
职特级教师、名教师、名校长、市直学
校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教学能
手、学科带头人以及各县（市、区）部分
县级教学能手和学科带头人近 400人
参加。

这一报告会，是“江苏人民教育家
培养工程”第二批培养对象终期考核
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校校长、特级
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邹施凯和
同为“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第二
批培养对象的盐城中学副校长朱俊先
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

报告会由盐城市教科院院长顾俊
琪主持。盐城市教育局副局长丁才林
致辞，他预祝报告会圆满成功。《江苏
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宣丽华代表省
教育厅对本次活动提出指导意见。

会上，邹施凯作《另起一行，我是
第一》的主题报告。他从“另起一行”的
时空背景、“另起一行”的理论阐释、
“另起一行”的文化引领、“另起一行”
的实践架构、“另起一行”的高位延续
和“另起一行”的自我追求等六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一个多小时的主
题报告，展示了邹施凯多年来在教育
理论思考、教育实践探究方面取得的
成果。主题报告深入浅出，既有精深的
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令人
耳目一新，不时赢得热烈的掌声。

在朱俊作主题报告后，台上台下
互动交融场面热烈。
“东中文化治校的核心价值观是

什么?”
“到了新的环境后，你是如何迅速

建构新的教育思想的?”
……
一个个提问，邹施凯都作了满意

的回答。
宣丽华以“精要、精到、精彩”六个

字对邹施凯的主题报告给予极高的评
价。

顾俊琪用“大家一致感到收获很
多，启示很大”作为总结讲话的重点内
容。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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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1日晚，学校综合
楼三楼报告厅里气氛热烈。作为我校
“与人生对话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活动重要内容之一的 2016年“中国
梦·东中梦·我的梦”诗歌朗诵大赛总决
赛在这里隆重举行。
近年来，政教处、团委深入贯彻“做

有文化的东中人，创高品质四星级高
中”的办学目标，紧紧围绕邹校长提出
的“大德育”的思路，强化“活动育人”的

理念，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来
陶冶学生情操，激发学生活力。

本届诗歌朗诵大赛的初赛阶段，三
个年级认真组织并遴选出 11个作品参
加总决赛。总决赛阶段组建了由教师评
委与学生评委参加的评委团，从思想内
容、表现风格、精神面貌、朗诵能力等方
面进行公正评分。
比赛中，选手们或独诵, 或双人朗

诵,或集体朗诵，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优

美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美丽梦想，抒发
了东中人高远的理想情怀，阐扬了东中
人坚定的追梦意志。现场观众不时地发
出热烈的掌声。教科处副主任胥照方为
本场比赛作了精彩点评,还即兴朗诵毛
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经评定, 4个作品获一等
奖，7个作品获二等奖。政教处主任余爱
华为获奖选手颁奖。

（政教处 团委）

2016年“中国梦·东中梦·我的梦”诗歌朗诵大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 10月 9日至 10日，以汪
洪亚为组长的盐城市教育局视导组一
行，对我校进行了全面视导。

两天内，视导组听取我校领导有关
教学管理方面的经验介绍；覆盖三个年
级 13个学科听课，与被听课老师面对
面交流；检查被听课老师的备课笔记、
听课笔记和作业批改情况；分学科到相
关教研组与老师研讨；查看学校各类记
录及相关管理资料；分别对学生代表、
老师代表和部分中层干部进行问卷调
查；了解老师和学生对学校工作的综合
评价；参观校史馆。

10日下午，汪洪亚主持召开视导意
见反馈会。东台市教育局局长王劲松出
席并讲话。

视导组认为，东中今年高考、小高
考实现了新的跨越，高考质量达成令人
振奋；在迎战 2017年高考工作上，启动
早、目标明、思路清、措施实。校园文化
气息浓厚，核心文化价值鲜明。在“另起
一行，我是第一”的核心教育主张下，创
高品质四星高中的价值追求，“三新”定
位的发展策略，给百年名校注入了新的
活力；质量的核心指标“立足盐城领先，
融入苏中板块”导向明确；新学年，各年
级教育教学高质量运行；挂牌上课、集
体备课、校内专家专题督导检查等，聚
焦分析责任到位，敢于动真碰硬。

视导组认为，东中以“两课四建设”

为抓手，集体备课强调“三要三学”，为
教师发展搭建平台，走出去、请进来的
各级各类教研活动等，都是务实的关键
点；“题风建设、改风建设”的要求与实
践具有校本特色并体现出精细化；以
“五到”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为教育教学
提供了鲜明的导向。在“让学引思”的课
改工作中，东中课堂教学的“十条新
规”，有效转变着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
生的学习方式。中层干部团队在推进学
校课改中“想干事、能干事、真干事”。抓
教学质量，从校长的思考，到中层干部
的执行，到教师的操作，到学生的反应，
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链条。高三各备课组
以挂牌上课为抓手，研究复习课的讲评
课授课思路和教学重点，让时间、让空
间、让活动、让机会，设计非常好。听课
40节，优秀课 23节，良好课 17节，没有
一般的课和差课。优课率达 57. 5%，超过
本次视导控制线。

视导组还充分肯定东中在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自主发展、能力培养等方
面取得的成果。同时就加大课改有序推
进“让学引思”课改行动方案、进一步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和后勤
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邹施凯校长在发言中十分感谢盐
城市视导组和东台市教育局对东中发
展的关注与重视。他表示，成绩的肯定
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更指明了我们

今后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凡是肯定的都
是我们今后必须务实有为、努力做好的。
所提建议，我们逐条梳理，将用放大镜认
真加以研究，落实整改。尤其是围绕让，
我们将通过分层分块落实，把“让学”进
一步做到位，力争 2017年高考有新的突
破。

王劲松局长指出，视导组对东中的
评价很中肯，建议很宝贵，相信对东中的
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
于东中目前面临的压力大、任务重，他从
东中的历史、周边的态势、社会的期待三
个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提出了三点
意见。一是，东中要根据视导组提出的
意见和要求，逐条梳理，在现有基础上加
以整改和提升，精准施策，定向发力，确
保取得突破，推动学校在更高的平台上
更好的发展；二是，东中 2017年高考目
标为 90%的本二以上达线率，才能与兄
弟学校拉开差距，才能与南通、泰州地区
缩小一点差距。学校层面要精准施策；
三是，市教育局将进一步加大支持服务
东中的力度，特别是经费的保障，教师队
伍建设，激励措施。进一步优化薄弱学
科教师结构，为东中发展营造一个好的
氛围。

东台市教育局副局长曹本全、教研
室主任韩益钧、副主任朱柏树参加视导
活动。我校中层以上干部参听了反馈会
内容。 (校长办公室)

视导，信心与压力的双重驱动

本报讯 10月 8日下午，学校综合
楼三楼会议室，我校近八十名离退休老
同志与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副校长
谢谦云、杨晓翔一起，在这里参加重阳
节茶话会。茶话会由谢谦云主持。

会上，邹施凯在为今年过 70、80、90
岁整生日的老领导、老同志发放庆生贺
礼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
代表学校党委、校长室祝老领导、老同
志像学校的高考质量不断攀升一样，天
增岁月人增寿，不断成为新的“70后、80
后、90后，00后”。

邹施凯在回顾学校今年小高考、高
考所取得的成绩时指出，一是归功于市
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对东中的高度重
视。一年多时间内，现任市委书记陈卫

红四次来城东校区调研、慰问，这在东
中历史上是罕见的。上级领导在学校硬
件建设、师资充实、人才引进等领域的
保障程度和推进力度，对质量提升产生
了强大的催化作用。二是得益于一代代
东中人积淀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三是显效
于面上的激励和点上的聚焦。“磊达、东
强、颐高”三大奖学金的设立，对学生比
学赶帮超的励志培养、对优质生源的吸
引特别显著。年级层面实施过程性奖
励，特别强调关键时间节点的刺激，有
效促进质量的提升；点上强化“两课四
建设”、关注“四生”发展、实施考核评判
到魂，加大对学校、年级的管理校正来
寻求质量的增长点。

谈到今后发展，邹施凯表示，学校
将狠抓贯彻落实市委市局提出的用 1
至 2 年的时间把本二以上达线率提升
到 90%的要求，让“进了东中门，跨进本
二门”成为现实。他恳请老领导、老同志
多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王元琪、沈
云、袁宝宁、陈志生等老领导，武克家、
卞牛等老同志发言。他们高度赞扬学校
新领导班子出色的管理才干与执着的
敬业情怀，对全校师生“勤能煮海、进可
登天”的拼搏精神和“另起一行，我是第
一”的壮志豪情十分钦佩，并祝愿东中
传统永续，精神永在，未来更加辉煌！

(校长办公室)

我校召开重阳节老同志茶话会

本报讯 市委组织部于 10月 18日
至 24日在《东台日报》等媒体进行为期
一周的拟提拔任用干部公示后，崔新春
同志被市委任命为我校副校长。

崔新春，中学高级教师，盐城市中

学体育学科带头人。1993年 8月从徐州
师范学院毕业至今，一直在我校从事体
育教学工作，担任过教研组副组长，总
务处副主任、主任，多次受到东台、盐城
市表彰。今年 10月中旬，经民主推荐、

民意测评、组织考察和市委研究等程序，
崔新春被初步确定为我校副校长人选。
10月 18日，根据市委研究的意见，市委
组织部在媒体上进行任职前公示。

（校长办公室）

崔新春同志任我校副校长

本报讯 10月 15日至 16日，我校 2016年秋季田径运
动会隆重举行。全校 3000多名师生激情欢聚学校体育运动
场，共享这一体育盛会。15日的开幕式凸显学校鲜明的文化
特质，精彩纷呈，为广大师生带来一道丰盛的体育文化大餐。
当天上午八时半，在庄严的升旗仪式后，入场式开始。

在欢快有力的乐曲声中，在校旗、会徽的引领下，彩旗队、气
球队、鲜花队相继入场。接着，55个班级方阵有序地从主席
台前经过，接受检阅。师生们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展示出蓬
勃向上的精神状态。方阵中，有的手执书卷，有的擎起风车，
有的太极群舞……独特的创意，激情的表达，充分彰显出
“东中人”的文化特质。写有“另起一行，我是第一”、“勤能煮
海，进可登天”、“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等字样的标语牌，更
激励“东中人”继续前行。

开幕式由副校长杨晓翔主持。副校长赵志刚致开幕辞。
在教练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分别宣誓后，校长、党委书记邹
施凯宣布：江苏省东台中学 2016年秋季田径运动会正式开
幕！随即，七彩气球放飞天空，全场一片欢呼。

接着，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各比赛项目有序展开。600多
名学生运动员和 200多名教职工运动员参加了 20 多个比
赛项目的角逐。结果，高一（5）班、高 二（12）班、高三（17）
班，分别获得本年级团体总分第一名。 (校长办公室)

2016年秋季田径运动会
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