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东台中学
第十六届学术节
获 奖 名 单

一等奖
袁亚萍（历史）
程晓艳（语文）
许梅媚（英语）
符 琳（数学）
梅德成（化学）
沈 燕（物理）
二等奖
顾 敏（政治）
姜星星（英语）
周海燕（英语）
钱国健（地理）
王 娟（语文）
朱春梅（语文）
吴春南（艺术）
武菊芳（数学）
林 宁（物理）
王克兰（生物）
王华军（信息技术）
陈月霞（体育）
张 嵘（化学）
崔永晨（数学）

德育论坛

论文评审
一等奖
丁晓春：

《投 我 以 木
瓜，报之以琼琚》
二等奖
林 宁：

《让温暖的力
量熔入学生琴键的
跳动之中》
冯友红：

《做一名积极
向上的暖心教师》

现场交流答辩
一等奖
高一年级代表队
二等奖
高二年级代表队
高三年级代表队
最佳表现奖
丁周卫 唐柏树
周海燕

教学论坛

论文评审
一等奖
文科
姜良录 陈春华
高国庆
理科
王 军 林 宁
仇 强
二等奖
文科
秦 超 吴 云
顾凌峰
理科
王晓霞 花 杰
陈月霞

现场交流
一等奖
文科
姜良录 陈春华
吴 云
理科
仇 强 徐 尉
王 军
二等奖
文科
秦 超 刘艮梅
顾凌峰
理科
王晓霞 花 杰
陈月霞

现场答辩
一等奖
文科
姜良录 陈春华
吴 云
理科
仇 强 王 军
徐 尉

第二十七届
“红烛杯”三轮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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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12月 11日上午，数学教育
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数学教育学报》副主编王
光明教授应我校邀请，就“高观点”下如
何开展中学数学教学研究在“盐城市邹
施凯名师工作室”讲学，并与名师工作室
的核心成员交流互动。王光明教授的讲
学，成为我校第十六届学术节的一个亮
点，也为我校历时近一个月的本届学术
节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信息量大、思维
层次深，为我们今后开展高观点下的教
学研究、适应未来的高考，提供了许多很
有价值的超前思考。”校长、党委书记邹
施凯听后感触很深。
全面搬迁城东新区办学后，我校全

体师生积极响应学校的倡议，努力“做一
个有文化的东中人”。如何在教育教学中
激发学生的内驱动力，解决学生成长中
碰到的实际问题，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
者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要给予学
生更多的关爱、更多的温暖。本届学术节
的主题“做一个暖心的老师”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酝酿而生的。

本届学术节内容丰富，高潮迭起，异
彩纷呈。有“红烛杯”三轮会教、对外公开
教学、学科研讨、专家讲学、德育论坛、教
学论坛等。

11月 14日，第 27届“红烛杯”三轮会
教活动举行，来自不同学科的 20名选手
参加。“聚焦让学引思，推进课堂转型”，活
动首日，选手们在讲台上展示各自的教学
风采，由此也拉开本届学术节的序幕。

12月 2日，北京大学新世纪教育中
心总裁助理、教育中心主任胡健研究员
和教育中心副主任仲跻钢研究员专程来
到我校，交流作文教学经验，落实自主招
生事宜。地处苏中腹地的我校凭借自身的实绩引起北大
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对邹施凯的一席谈，深为折服。他
们感到，走过全国许多著名中学，东台中学“另起一行，我
是第一”的教育思想、“勤能煮海、进可登天”的励志校训、
“课比天大、教师第一”的教学主张非比寻常。表示要对东
台中学的作文教学实践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推介，北大将
在自主招生领域加强与东台中学的对接。胡健主任还即
兴填词一首《苏幕遮·勤奋》赠予我校：尉迟恭，助太宗，海
春轩塔，辅贞观之治。搭灶筑仓连东海，三分盐赋，名扬宋
三相。而今壤，聚宝盆，更喜西溪，富饶甲天下。夸父逐日
爱勤奋，勤能煮海，奋作托天魂。
当天，我校举行公开教学活动，把本届学术节推向一

个新的高潮。公开教学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它的设计重
点为语数外三门学科各两节同课异构课。课堂上，多维的
角度、迥异的风格、不同的策略，授课者问题导向和价值
取向通过不同的教学设计，得到充分体现。听课者与授课
者的教学思想在各个层次和多个环节相互交融、彼此碰
撞。学校还组织了四场评课、研讨活动。

12月 5日下午，我校教师崔梅、王梅和许梅媚向全
市高三年级对应学科的备课组长、骨干教师分别开放了
一节语文、数学、英语学科研讨课。三教师在“聚焦让学引
思，推进课堂转型”教学策略下，对高效课堂的目标追求
所形成的风格与特色，得到省教育评估院邱白丽主任的
高度评价，邱白丽笑称崔梅、王梅和许梅媚是东台中学的
“三枝梅”。邱白丽是率领省级评估验收组来我校评估验
收学科教师开展研训工作情况的。

而 11月 25 日、12月 9日分别举行的德育论坛、教
学论坛则是本届学术节的两场重头戏。与去年相比，论坛
在形式上又有所创新。以德育论坛为例，设计了观点陈
述、问题必答、自由答辩三个版块。德育论坛上，由每个年
级各三名班主任组成的三支代表队结合多个案例，从学
生思想教育、班级管理、家校沟通等角度，阐明教育的真
谛。自由答辩中，班主任们良好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得
到现场观众的充分认可。副校长杨晓翔作现场点评。教学
论坛上，教师们同话“让学”之道，共谋“转型”之路。在现
场交流论文环节，来自各教研组的 12位选手围绕论坛主
题，展示了各自教研组对“让学引思”教学主张的个性解
读，并提出了独特的教改措施。在必答环节，选手们从事
先确定的 12条题目中抽出一条，经过 2分钟准备后，现
场作答。在抢答环节，不少选手观点明晰，妙语连珠，赢得
了阵阵掌声。副校长赵志刚作现场点评。

（校长办公室）

第
十
六
届
学
术
节
：
做
一
个
暖
心
的
老
师

本报讯 12月 22日，以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陈秋苹院长为组长的“江
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第二批培养对
象考核组来我校，对我校邹施凯校长作
现场考核。陈秋苹代表省教育厅主持考
核工作。盐城市教育局副局长丁才林，
东台市教育局局长王劲松、副局长曹本
全，相关科室负责人，我校和兄弟学校
部分负责人、教师以及家长代表参加。

邹施凯校长 2011年被确定为“江
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第二批培养对
象。他在专题汇报中介绍了自己走教育
家办学之路，先后带领东台市实验中学
教育集团和江苏省东台中学开拓进取、
创新突破的心路历程。

生命如歌的五年！伴随着义务教育
理论到实践的创新，体制到模式的突
变，精英教育向均衡教育的华丽转
身———无数章节的撰写，让人流连。作
为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他的教育新视
域诗意铺陈，育人新理念落地开花。一
串串铿锵的音符，贯穿初高中，激荡校
园内外。
“加注”文化正能量，激活教育的一

池春水。“进文化”的价值倡导，成为学
校发展的新引擎；“新三好”的激励机制，
贯通人才培养的全面性；“校本化”的精
彩德育，“做有文化的东中人”五大特质，
“勤能煮海，进可登天”的励志校训，“文
化东中、青春东中、明亮东中”精神统
领———教育的力量直抵学生心灵。
“创新”办学新思维，静待成长的满

园春色。“让小草长成最好的小草，让乔
木长成最高的乔木”“干部蹲点班级、结
对学生”制度，把层次落差纳入全过程
控制；“另起一行，我是第一”教育思想
的全面推行，撬动了“建峰”路上孕育成
功的土层，充分体现了常态生源下教育
的辩证逻辑，并延伸至高位发展。“两课
四建设”、“让学引思、以学激思、用学拓
思”、“课比天大、题为命脉、问是关键”
等，始终聚焦高中课堂的转型高效。
“架构”管理新模式，拥抱均衡的教

育春天。“三步走”行动策略是把均衡教
育引向纵深，让均衡的“质态”逐步升级
的重大命题，“精致化”的内涵管理模式
的推行，级部体系与职能处室网格化管
理的形成，破解了质量提升遇到的诸多
瓶颈，校际在合作的框架下竞争更加充
分，创优争先的教研风生水起。对东中
发展的“三新”定位，质量评价体系的优
化强化，尖子生培养的顶层设计和多平
台搭建，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深耕不辍。
五年来，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和东台

中学，在邹施凯的管理下，教育教学质
量名列盐城市、东台市同类学校前茅，
中考、高考高分段人数处于领先地位。
学生多人次获市级文艺汇演、体育竞
赛、作文竞赛等各类比赛的一等奖，多
次走出盐城走上省级赛场抱回金奖。
2016年东中的高考和小高考取得令全
市人民满意的骄人业绩，引起清华、北
大自主招生格外关注。

由他领衔的“盐城市邹施凯名师工
作室”教研成果丰硕。一批批教师成为省
特级教师、名教师、学科带头人，在全国、
省、市各级教学竞赛和论文评比荣获一
等奖，大量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从各自层面介
绍了学校近年来呈现的新气象、新变
化，对“另起一行，我是第一”“勤能煮
海，进可登天”“课比天大，教师第一”
“让东中文化特质成为穿越一生的修
炼”所产生的辐射影响，畅谈了切身体
会，现场气氛热烈，好评如潮。

邹施凯前瞻的发展定位、先进的教
育思想、鲜明的教学主张、精致的管理
举措、丰硕的办学业绩，获得了省考核
组专家的高度认可。考核中，专家组成
员还现场翻阅了邹施凯五年来筑梦教
育，奋发蹈厉的丰富资料，审阅了邹施
凯在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中，涵盖理
论与实践的教育专著《另起一行，我是
第一》（初稿）。

此前，邹施凯校长于 12月 19日至
20日，在南京接受“江苏人民教育家培
养工程”第二批培养对象终期考核集中
答辩。考核中，邹施凯从“思想创新”“实
践建构”“风格形成”“活动参与”“成果影
响”等五个方面陈述了自己五年来的经
历与收获，特别解读了“另起一行，我是
第一”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受
到考核组专家的好评。 （陈建初）

邹施凯接受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现场考核

本报讯 12月 11日，副校长谢谦
云、政教处副主任冯小勇、团委副书记
曹江与高一、高二年级部分师生，赴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盐城新四军
纪念馆参观学习，深切缅怀刘少奇、陈
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
功伟绩，重温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历史。
盐城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

土，在革命战争年代，新四军在盐城重建
军部，与盐阜人民亲如一家，并肩作战，
结下了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
在建军广场，师生们整齐列队，发

出铮铮誓言：“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高一年级学生分会主席刘亦果
在发言中表示，作为青年学子一定要怀
报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发扬革命传统，
磨砺自己的意志，在革命前辈精神的鼓
舞下，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随后，师生们有序参观了主馆区、

建军广场、新四军人物馆、国防园等展
区。在一张张军民鱼水情图片前，在一
件件锈迹斑驳的兵器前，在一段段浴血
抗战的影像前，大家不时驻足观看，仔细
聆听，从中学习了新四军重新建立、不

断壮大的发展史，了解了新四军抗击日
寇、保家卫国的光荣史，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参观学习将师生们带回到那段波
澜壮阔的难忘岁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和革命先烈们坚定的信念、为民的
情怀、守纪的作风、崇高的精神让大家
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们表示一定要继承
和弘扬“铁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学校跨越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政教处 团委）

我校组织师生参观盐城新四军纪念馆

本报讯 11 月 22 日至 25 日，2016
年江苏省高中生物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在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举行，来自全
省 13个大市的 26位选手，经过三天的激
烈角逐，共决出一等奖 8人，二等奖 8人，
三等奖 10人。经过选拔成为盐城市代表
队两名选手之一的我校生物青年教师陈
红霞获得一等奖。这是近年来特别是全面
搬迁城东新区办学以来，我校教师在此类
大赛中取得的又一可喜成绩。

江苏省高中生物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大赛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江苏省中

小学教学研究室承办的。旨在为贯彻落实
国家、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进一步提高全省青年教师的专业素
养。

大赛分通用技能与专业技能两大类
比赛，包括理论考试、教学设计、课件制
作、课堂教学、实验操作、粉笔字、即兴演
讲等七个项目。大赛中，陈红霞与其他 25
名选手同台竞技，她凭借扎实的教学基本
功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赢得来自省内知名
院校的专家评委的好评。

（校长办公室）

陈红霞获省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本报讯 12月 3 日至 4日，“苏教
国际杯”江苏省第十六届中学生作文大
赛(高中组)现场决赛及颁奖仪式在南
京举行。我校高二（2）班倪笑、黄诗雯和
高二（12）班钱璨等 3 名入围选手参加
现场决赛并获得一等奖。我校获一等奖
数位居全省所有参赛学校的前列。
江苏省第十六届中学生作文大赛

分为高中组和初中组。今年 9月，全省
约 20 万名高中学生参加了高中组初
赛。经东台市教育局初选和大赛组委会
严格评审，我校参加初赛的近两百名高
一、高二学生中，沈静雯、朱昱安、杨雨
宁、吴子玥等 17人获得二等奖，潘宝
诣、夏周燕等 7人获得三等奖，倪笑、黄
诗雯和钱璨获得参加本届大赛现场决

赛的资格。
12月 3日下午，本届大赛现场决赛

举行，来自全省 140多所学校的 255名
入围选手在《存在感》和《一张通往火星
的单程票》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展开
激烈的角逐。最终，倪笑、黄诗雯、钱璨
获得一等奖。

（校长办公室）

三学生获省第十六届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专家们现场翻阅相关资料

习作
之窗

第四版 圆园16年 12月 28日 校园文化

清风翻书，发出“呼呼”的声响。
被风卷起的书页忽然停了下来，因
为那一页压着你送给我的书签。
很多人小时候都不喜欢看书，我

就是其中的一个。即使办了图书馆的
借阅卡，也很少去借书，只是偶尔去
借阅那些必读的书目，自然，看过的
书就只有那么几本屈指可数的必读
书目了。

每当我面对着空无一字的纸
张，烦恼怎么写作文而不自觉地敲
转着手中的笔时，作为同桌的你，早
已落笔数行;每当我对着不尽人意的
作文分数时，你的作文因高分被老
师当做范文向全班朗读;每当有作文
竞赛时，我的作文总是落选而你的
文章都被选走参加决赛并获得奖
项，我都会想，为什么你的作文写得
那么好呢？

当我提出了我的疑问时，你莞
尔一笑说:“看书啊！”
自我那次去“瞻仰”了你的书架

之后，我去你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
来。每次离开，手中都拿着两三本你
精挑细选的书;每次与你谈论起书中
的情节你都会说出你自己的感悟;有
时与你的意见不同，争辩几句，随后
释然一笑的情况也是有的;或者偶然
间，提起某位作家的某个作品，听你
说着，就越想一探究竟，不知不觉
间，去图书馆的次数也变得多了起
来。
记得那一次过生日，你送了我

一支青花瓷的书签，我欣喜万分，感
动万分，至今我仍用心地珍藏着，小
心的使用着。这是你给予我的新的
读书动力。如今，这支书签被我夹在
你送给我的那本余秋雨的《文化苦

旅》中，每次翻阅总能让我想起你，
以及同你一起阅读的静谧时光。

你说得对，“阅”字拆开是“门”
和“兑”，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兑换到
的幸福，那个不喜欢去图书馆的小
姑娘已经渐渐成了图书馆中的常
客，那个曾经借到书就走的小姑娘，
如今却为了一本自己想看的书从 a
区跑到z区, 静下心来坐在图书馆内
看上几个小时。作文的分数渐渐提
高，下笔也有了东西可写，这都要归
功于你这个“功臣”，当了我的启蒙老
师，让我喜欢上阅读，兑换到幸福。

只因遇见你，我得到了打开读
书乐趣的钥匙;庆幸遇见你，我汲取
了书中的灵气;感谢遇见你，我得到
了满满的幸福感———我亲爱的同
桌。

指导老师：语文组 程晓艳

只因遇到你
高一(16)班 丁 茜

弘扬铁军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我校师生参观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掠影

两行清秀，跃然纸上，三点
墨雨，飘洒成江。予独爱那白纸
黑字诉尽的千古篇章。洗尽铅
华，大浪淘沙！

晚风拂柳，自古能有几多
愁，谁比谁先看破以后。自然是
纸，那散发着浓厚木香的纸，那
聚泪成千行的纸，那朦胧中氤氲
古韵的纸，字里行间的傲然之
气，朔古之思，在每一笔婉转间
畅快淋漓！

再美的人间词话若没有纸
质书的记载，也终将失去其点缀
芬芳的意义。翻阅的瞬间，仿佛
它一个鲜活的章节，“悠”得一下
子钻进了我心里，那么的真实亲
切，没有浮躁，没有匆匆忙忙，只
有忘却了身心，隐晦了一切光与
色，在一角处，静嗅芬芳。

这是一个发展最快的时代，
这是一个流光溢彩的时代，这是
一个遍地繁华的时代。可是，这
也是一个不再产生旷世篇章的
时代，中国最博大精神的文化都
停留在了古代，停留在了落后的
古代。然而如今的我们却无比怀
念那个时代，那个纸质的时代，
没有任何电子工具或是现代化
科技，只有人力的抄写，而正是
这样没有条件的抄写，才诞生了
多少个伟大的作家诗人。那翻烂
了的书本，是多少个日夜顶着蜡
烛彻夜苦读的见证啊！

王开岭说，谁偷走了夜的
黑，我想说，谁偷走了我们的纸
质年华！

曾经听过一本书，也在手机
上翻阅过它，张嘉佳的《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那些故事，由梁朝
伟录音，听起来自然好听，可始
终却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有一天
在书店遇到了这本书，细细翻
阅，不觉之间，我竟然热泪盈眶，
久久不能抒怀，因为那样的感触
实在是太动人太真实了，说的就
是青春的我们啊，正当最好年纪

的我们啊！
我们已错过了古典的朴素

无华，不可再错过人间气清纸
明！

有些书，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我在读《菜根谭》的时候，对
其揭示的人生之真谛感慨万千，
那种亲近自然，修身养性，清静
无为的隐逸趣旨，悲悯天人，普
度众生，透彻禅机，空灵无际的
超脱意蕴。只有历经千载的白纸
能够承受其生命和意义的厚重，
才能衬托出其思想和境界的高
度，怕是最先进的科技都消受不
起这样的灵魂洗礼。

那些超越了时空的历史巨
著，都是靠着白纸黑字历代传
承，它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
因为一个病毒的侵略而被吞噬
了骸骨。它融进了作家的情感和
血泪，给我们以任何电子产品都
取代不了的启迪和深思。我们可
以无所畏惧，冲出心灵的黑暗和
世俗的纷扰，不再去留恋那文学
以外的东西。

在这众生仰望的二十一世
纪，书本，是唯一可以与之相匹
敌的光华，即使它没有自带灯光
的功能，也没有悦耳的声音，它
也会如暗夜的星光，让我们重归
于灵魂，让我们重归于最纯真的
年代！

无声是最好的陪伴，陪伴是
最长情的告白，一张纸虽薄，那
些文字却让我们冷暖自知。

愿如繁花，不倾城，不倾国，
开尽人间！

指导老师：语文组 崔 梅

气清纸明，繁华盛开
高三(6)班 周佳惠

阳光碎如花瓣，从树叶的微隙
中筛了下来。暖风过处满地困困的
日影都欣然起舞。偶抬头，只见微云
掠空，仿佛一叶轻舟，点开明净湖面
上圈圈涟漪。看见鸣声清脆的鸟儿
隐隐约约在层叠的树叶里，看见葡
萄汁般的阳光流淌在屋顶，看见小
巷里行人满是笑意。这样温柔得漾
出蜜来的下午，算是完美无缺了吧？

躺在摇椅里，眯着眼，我陶醉于
包裹我的温暖而氤氲着清香的空
气，耳机里是轻柔的钢琴独奏，舒适
惬意。皱皱眉，好像少了点什么。飞
奔上楼去翻已经没有空隙的书架。
“看过！”“这本都读过几遍啦！”“不
不不，杂志也看完了。”泄气地靠在
转椅上：“妈妈，前几天买的书到了
没？我难得有空都没书看。”

房间里正叠衣服的妈妈抬头看
了我一眼：“说是今天到的。最晚不
过明天，你急什么。我说你可别再买

书了啊，这家里书这么多往哪放，以
后干脆看电子书得了。”
“哎呀，你不懂，电子书读起来

一点感觉也没有，改天把小学课本
卖了不就行啦。”
“叮咚———叮咚———”呀，这是

……？我兴冲冲跑到楼下开门，留下
椅子悠悠地在原地转了 N个圈才停
下。“您好，请问是 XX吗？这是您的
快递。”迎面是快递小哥和善的笑
容。用跳跃的笔尖签下名字，我把一
大箱书摇摇晃晃抱回家，又蹦跳着
去拿剪刀剪开封箱的胶带。屏住呼
吸打开箱子，满眼是崭新的、沉静
的、无声却凝结着万千言语的书啊！
小心翼翼地撕开塑料膜，把它们一
本本摞在书桌上，让阳光从窗缝里
进来，抚摸在它们光滑精致的封面
上，让清风把书的絮语，与我无法言
说的欢喜交织在一起，贴上花草的
邮票，寄给我那些树梢上啾啾鸣叫

的朋友，告诉它们充溢着我的，巨大
的幸福。
爱不释手地抚过每一本书米白

的书页上清晰的铅字，我斟酌着选
中了一本，又坐回我那婆娑树影下
的摇椅里，在渐渐西斜的日晖里，在
慢慢爬高的月华里，手捻厚实温暖
的纸张，读自然之心，读作者之心，
读自己之心。

诗人翁森谈阅读时说：“读书之
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冬日
一片茫茫的沉寂里，一切都归于平
静，此时赏点点红梅的诗意，便是读
书的乐趣吧。而我如今手捧一卷书，
看绚丽的云霞被洗净，清亮的星子
一一就位，算不算是我偏执地热爱
有温度和重量的、真正的书的，最诗
意的理由呢？
远处的灯火微微晃晃，指尖的

书页，仿佛也沾了些晚风的微凉。
指导老师：语文组 杨晓燕

数点梅花天地心
高一（2）班 杨轶涵

曹 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