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东台中
学建校 周
年庆祝暨表彰
大会表彰名单

十佳班主任

蒋汉松 高三（2）班
林 宁 高三（7）班
周 军 高三（3）班
唐柏树 高三（4）班
袁亚萍 高二（18）班
袁小东 高二（2）班
张 昶 高二（6）班
丁周卫 高一（1）班
夏亚春 高一（2）班
崔业平 高一（3）班

十佳学科组长

崔荣凡（语文）

崔 健（数学）

王建国（数学）

徐 涛（生物）

宗小静（英语）

张俊祥（物理）

王玉生（语文）

孔素莲（英语）

刘朱国（历史）

卢春燕（数学）

十佳教师

房 胜（数学）

沈德仁（数学）

周龙珠（英语）

潘志勇（化学）

邹锦程（数学）

许梅媚（英语）

周荷香（英语）

陈 月（语文）

宗 静（英语）

姚永所（物理）

十佳学生标兵

高一年级：

（1）班 陆凤彬

（1）班 张 贤

（2）班 倪 笑

（2）班 臧子珣

（5）班 朱昱安

（6）班 贺妙思

（7）班 赵英阁

（8）班 徐慧馨

（9）班 王雨欣

（16）班 缪薇薇

高二年级：

（1）班 陈宇舟

（1）班 张晨敏

（2）班 周幸之

（2）班 陈劭杰

（5）班 裴卓远

（7）班 纪鹏亮

（11）班 陈 宇

（12）班 夏慎信

（15）班 黄心怡

(19）班 夏智强

高三年级：

（1）班 计 松

（1）班 丁 钊

（1）班 吉 林

（1）班 冒宜宏

（2）班 雷震元

（2）班 潘岩松

（10）班 任亦子

（13）班 陈 谦

（15）班 孙丹丹

（17）班 崔 璨

（18）班 顾思敏

（19）班 邱梦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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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东台中学，
朝阳里，是朗朗的读书声；
跑道上，是矫健的身姿；
广播电视台里，学生们正在

播送最新的新闻时讯；
移动图书馆里，学生们正在

阅读中英文经典名著。
采访中，邹施凯吟出了著名

作家梁晓声的话，“植根于内心
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为别
人着想的善良，以约束为前提的
自由”。东中人，首先是有文化的
人，东中人还必须肩负民族复兴
的担当。
东台中学坚持“成人成才，

立德树人”的宗旨，持之以恒的
养成教育促进了学生良好习惯
和学风的形成，以“勤文化”“进
文化”润泽学生的心灵，用“爱的
摆渡”和多彩的生活，引导学生
崇尚真、善、美，仰望星空，脚踏
实地，敢于担当，勤朴诚毅。校庆
110 周年之际，学校评选出“十
佳班主任”“十佳学科组长”“十
佳教师”，用先进典型引路，带动
广大教师更加爱岗敬业。

正如 1930年，东中国文教
师、清末举人陈培寿（字辅卿）作
《校歌》云：“览胜楼何高高兮校
之中央，有阶梯之可登兮万方斯
望，集合九区佳子弟，雍容肃穆
志坚强。学兼中外兮文化发扬。
如琢如磨兮与世偕藏。”
这是一座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学校，这里是全市人民瞩目的
地方，这里是充满希望的田野。

新学期伊始，高三（1）班学
生冒宜宏说，高中是一幅画，是
最生动最斑斓的涂鸦。他在高二
时就获得全国数学联赛江苏赛

区一等奖，而他的同学丁钊也在
高二时获得省级作文现场大赛
特等奖。在他们班上，今年“小高
考”取得了 55人 4A、2人 3A1B
的成绩。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
到了梦想，看到了奋发图强。

高三（4）班班主任唐柏树
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
雨兼程，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
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东中承载
着百年传统的厚重沉淀，更凝聚
着百万父老的殷切期望，怎么才
能让家长满意、社会满意、人民
满意？作为多年教育工作者的他
提出，作为东中人，要让竞争意
识与合作精神共存。
高一实验班家长说，选择东

中，我们自豪。在这里，我们看到
孩子每天的成长与进步；在这
里，我们感受到校长、老师每天
的关爱与关怀。从一顿饭到一节
课，从一次作业到一次考试，从
一堂班会到一项活动，我们都能
感受到校长、老师的付出与辛
劳。

百年树人，世纪东中。110
年，雨露滋润；110年，芬芳满
园；110年，筚路蓝缕；110年，艰
苦奋斗。如今，东中又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代。“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这里，每一
个学生，都争做有血性的青年，
有理智的青年，有文化的青年；
在这里，每一个老师都争当学生
精神成长的引路人，教学相长的
激发者和实践者，学生喜欢、敬
重的亲人和师长。在这里，我们
找到了“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
成功“秘方”。（原载《东台日报》
11月 6日第三版）

承载着百年传统的厚重积淀，凝聚着百万父老的殷
切期望，站在新的起点，东中人登高望远，而今迈步从头越！

她 1905年建校，拥有百年的历史底蕴；
她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在东台人心中有着一股特殊的情愫；
她就是江苏省首批四星级普通高中———江苏省东台中学。110年，东中培育过数万英才，浓浓的书

香、悠久纯朴的学风濡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今年，东台中学全面搬迁城东校区。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延续着绵绵不绝的“东中梦”，那将是东

中学子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母校情怀……

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
———江苏省东台中学全面搬迁城东校区办学纪实

余 玲 崔冰清 章丽彬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东
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俗称
“两堂”）正式开校，校址设于台城
东文昌阁（又名魁星楼），系清末
“两江学务处”批准建立的官办学
堂，这是东台中学的前身。首任堂
长台城人夏寅官，光绪十六年庚
寅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
馆授翰林院编修。东台县知县何
为兼任学堂监督。学堂招聘了吉
城、陈汝玉、陈祺寿等一批学者型
教员，开设修身、经学、算学、文学、
中外史、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
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课目。至
1912年，培养出戈公振（中国著名
新闻学者）、张翔鸾（曾任上海《时
报》主编）等一批优秀学子。
民国初建，学校突遭意外事

故，以致学校停办。东台停办中
等教育的状况引起清末状元、民
国实业家张謇的热心关注。张謇
的母亲是东台人，为报效母亲故
里，1919 年张謇在东台兴办“母
里师范”。1924 年，东台县公署
恢复中学教育，在东台中学原址
魁星楼复办了“东台县立初级中
学”，聘旅日留学回乡的杨琬先
生担任校长。至此，东台终于完

全恢复了中学和师范教育，形成
了东台中学和母里师范两校并存
的格局。

抗战八年离乱，校址几度变
迁。先是迁至安丰；后迁至堤西南
朱庄、赵家庄；再迁至溱潼、湖北
口、开庄等地。抗战胜利后，师生
们在台城旗杆巷恢复了“东台中
学”，县长董希白兼任校长。1948
年秋东台解放，更改校名为“苏皖
边区第一行政区东台中学”，由何
晴波担任校长。1950年更改校名
为“苏北东台初级中学”。1952年
征地百余亩，在台城体育场东兴
建新校园。1953年迁入新校园开
课，同年秋，东台中学增设高中部
而成为完中，当年招收高一新生
两个班，改校名为“东台县中学”。
1964年，被列为江苏省 48所试点
中学之一。1968年 11月，农村分
校———“东台县中学红卫兵战校”
（简称“红战校”）创建，1974年
秋，“红战校”并入东中，合并后校
名仍称“东台县中学”，1978年又
改名为“东台县第一中学”，农村
分校与校本部脱钩。东中于 1980
年被定为江苏省重点中学，1984
年 9月又恢复了“东台县中学”校

名。1988年东台撤县建市后，更
名为“东台市中学”，1999年 1月
又更名为“江苏省东台中学”。
2000年底顺利通过“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验收，2004年转评为
江苏省首批“四星级”普通高中。

近年来，东台中学加大改革力
度，加快发展步伐，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学校被表彰为“江苏省模范
学校”、“江苏省文明单位”等，陈至
立、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湛等先后亲
临学校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百年办学，学校积淀了丰厚
的文化底蕴，从魁星楼校区“务本
求实、重在育才”，城河校区“以育
人为本，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北海校区“让我们共同获得发展
和成功”，到城东校区“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这些办学理念都是文
化底蕴的具体体现。在北海校区，
学校创立了“勤”的校训，现在又
向其注入了“进”的基因。

一百多年来，薪火相传。莘莘
学子步入社会，成为各级党政领
导、军旅将校、专家学者、工商英
豪、科教骨干、文体精英和高素质
的劳动者、建设者，桃李芬芳海内
外。

从二十世纪初至今，东台中学几易校址，风雨兼程走过了 110年。百年办学，
东台中学桃李芬芳，薪火传承，一代又一代。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他
们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和感
染着每一个师生。用无私的奉献，
为圣洁的教育殿堂，擦亮每一扇
窗。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
东台中学历任校长始终心系国家
和民族兴衰，身负教育改革和育
人之责，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现
任校长邹施凯，就是一位脚踏实
地的素质教育的践行者。在他的
身上，凝结着东台教育敢于担当
的拼搏精神，又具有勇立课改潮
头的前沿意识。他赋予东台中学
“勤文化”新的内涵，注入“进文
化”新的基因。在东台中学全面搬
迁至城东校区之际，邹施凯提出
了这样的办学理念：“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

———打基础、利长远，努力建
构全面搬迁之后的运行秩序。

在东台中学，我们发现：每天
清晨，迎着第一缕晨曦，学生们陆
续进入校门，而老师们早已等候
在教室，或已在办公室备课。每天
晚上，夜给整座城市拉上帷幕，而
东台中学教室里，依旧灯火通明，
老师和学生们仍探讨着问题。有
学生家长这样说：大城市是“朝九
晚五”的工作制，东台中学教师是
“朝六晚十”，教师敬业奉献的精
神真感人。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

我”。今年是学校全面迁至城东校
区办学的第一年，学校管理系统
高效运转。新学期，校园建设逐步
完善、规章制度逐一落实。

在东台中学，我们时刻能感
受到制度的力量：例会制度模式

化、“门禁”制度严格化。常规管理
中，车辆慢行，按指定地点停放，
确保学生在校活动不受影响；食
堂管理通过整改、落实、考核，努
力让师生满意。晚自习后放学，三
个年级错时分开，保安和值班准
时到位加强疏散。“严格的管理，
是对学生的负责，也是对社会的
承诺。”在东台中学，我们感受到
每一处细节都用心在做。
———严管理、慈关爱，努力激

发发展定位之后的忘我热情。
邹施凯说，“人性似水，制度

是渠”。
在东台中学，我们感受到了

“严”，但更感悟到了“爱”。
今年夏季，在教育主管部门

的关心指导下，学校花一个星期
的时间，将高三每个班级都装上
了空调。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工
程全天候作业。

不少老师家离学校比较远，
学校安排宿舍让老师休息。
在东台中学，无论是采访校

长、老师、学生，还是学生家长，我
们都能听到换位思考的话语。在
这里，每一个东中人都有着一份
责任心、使命感，他们都敢于担
当、乐于奉献。

这里，彰显着制度的约束力、
提升管理的执行力。这里，关爱师
生生活，改善师生的生存状态。在
食堂管理中，以学生的满意率推
行“伤筋动骨”的测评；通过建立
教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组织各类
竞赛活动，向每一位教职工送上
生日祝福等一系列举措，提升了
大家的幸福指数。东中，成了一个
“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

温馨家园！
———抓质量、求卓越，努力创

设跨越发展之后的高位攀升。
“质量、安全、满意”是学校发

展的三大目标。在谈及学校教育
时，邹施凯说，抓质量没有奇招、
怪招，只有真招、实招。关键要强
化教学管理的指导性、研究性和
针对性，突破质量的薄弱、瓶颈之
处。

在督导室，集体备课和挂牌
上课安排表张贴在醒目位置。

每一次考试，都重抓老师命
题。“发给学生的每一份讲义、试
卷、周练都是一份责任，一份担
当”，邹施凯强调要做到有“基础
性、针对性、发散性”，不能深一脚
浅一脚，“教、学、练、考”始终要保
持一致，落实好各方责任，让学生
有阶段性的成就感。

另起一行，每个学生都是第
一。在东台中学，我们感受到了这
样的氛围。邹施凯提出，要有个性
的教学，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思想有高度，让学引思；自主有力
度，以学激思；研究有深度，会学
拓思。 课堂，要变成学生们的
天地，而不仅仅是老师的舞台。

在个性上，邹施凯说，方法决
胜一切。抓好节奏，明晰梯度，不
煮夹生饭。让师生融为一片，用
“水涨船高式、大雁引领式”策略，
培养高尖人才，强调学生的自主
学习。提高学生提问题的能力，课
上课下、晚自习要争着质疑。晚自
习上，老师要有一半时间用于答
疑解惑，纠正学生学习中的偏差
和存在问题，不是学“对”而是学
“错”，学如何解决问题。

办学没有奇招、怪招，只有真招、实招，变“高大上”的教育为“接地气”的教育，
东中人坚守责任，敢于担当，乐于奉献。

夏寅官 1905—1910
何 为 1910—1912
张 詧 1919—1926
杨 琬 1924—1926
林恺庆 1927—1928
陈遂舟 1927—1928
孔庆珏 1929（上）
章 楹 1929（下）
徐一朋 1930（上）
崔毓麟 1930（下）
刘培园 1931
程赓祚 1932
周国勋 1932—1935
朱炳熊 1936—1939
潘逸民 1939
沈仲龙 1940—1942
崔寅生 1942
马广才 1943—1948
董希白 1945—1946
何晴波 1946—1949

一百一十年校史 三十六位校长

姓 名 任职时间 姓 名 任职时间

张乃静 1948
朱仕远 1949（下）
李蜀芝 1950（上）
刘笃辉 1950—1951
孙达人 1951—1952
朱明熙 1952—1957
赵向晨 1957—1961

1968—1969
李羡武 1961—1968

1977—1979
王 培 1970—1974
李世宽 1970—1977
王元祺 1980—1984

1990—1994
沈守仁 1984—1989
濮家聪 1989—1990
李志成 1994—2003
王兆平 2003—2015
邹施凯 2015———

沙盘前，校领导共议学校发展 单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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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东台中学建校 110周年庆祝暨表彰大会上

今天是江苏省东台中学 110
周年校庆之日。在此，我代表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学
校和全体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东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早在北宋时期，东台就兴办了苏
北里下河地区最早的学府———
“晏溪书院”。从东台西溪走出了
三任宰相：晏殊、吕夷简、范仲
淹，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范仲
淹还留下了“谁道西溪小，西溪
出大才，参知两宰相，都从此间
来”的千古佳话。今天，东台作为
全国百强县（市），秉承“崇文尚
教”的优良传统，始终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统筹安
排，科学谋划，大力推进，全市教
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教学
质量一直保持盐城领先。

江苏省东台中学建校 110
年来，坚持紧跟时代步伐，以质
量求生存，以改革促发展，为全
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
学子。学校在历任校长和老师们
的共同努力下，励精图治，不断
探索，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的各
级各类表彰奖励，成功跨入“国家
级示范性高中”、“江苏省首批四
星级高中”行列。近年来，在学校
搬迁的特殊形势下，学校上下努
力践行“做一个有文化的东中人”
的理念，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小高考、高考、学
科竞赛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在盐
城市遥遥领先，市委、市政府充分
肯定、社会各界高度认可。

当前，加快全市教育发展，
直接关系建设“经济强、百姓富、

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
东台目标的实现。希望江苏省东
台中学以今天的活动为新的起
点，抓住时代机遇，继承尊师重
道、严教苦学的优良传统，以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同心同
德，奋力拼搏，推动学校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努力为社会培养
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全市教育事
业发展再立新功。希望全体教职
员工牢记使命，争做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终身学习、廉洁从教
的模范。希望各位同学珍惜青春
年华，自立自强，勤奋学习，早日
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之才，为
东台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添砖加
瓦贡献才智。

最后，祝东中的明天更加辉
煌！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淑华的讲话
今天，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集会，庆祝江苏省东台

中学建校 110周年。在此，我代表市教育局，向学校全体师生员
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教育发展的
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10年栉风沐雨，110载薪火相传。11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
东中人，秉承“永不言弃，永无止境”的东中精神，坚持“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宗旨，凝练了“让我们共同获得发展和
成功”和“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办学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办学
业绩，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顺利跻身“江苏省首批
四星级高中”行列，成为苏北乃至全省普通高中教育的一张靓
丽名片。

普通高中是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
过渡阶段。近年来，我市积极调整优化普通高中教育布局，扩充
普通高中优质资源，提高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全市高考连年
取得优异成绩，各项指标稳居盐城之首。特别是今年高考，东台
中学再次实现了高分段人数和录取常青藤、“985”、“211”等名牌
高校人数的新突破。新学期以来，学校狠抓教风、题风建设，明析
高一“打基础、利长远，展现新气象”、高二“强管理、谋进取，激发
新活力”、高三“抓质量、求卓越，冲刺新高度”的管理思路，学校
管理更加科学、严谨和高效，学生参加化学、数学、物理等学科奥
林匹克竞赛，均取得优异成绩，学校办学的美誉度不断提高。

110年，是东台中学迈向新的更高起点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东台中学以 110年校庆为新的起点，进一步秉承优良的教
风和学风，践行“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办学理念，努力培养更
多优秀人才。希望我们的老师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人师表，
做学生敬仰、爱戴的学问之师、品行之师。希望我们的学生以
“今天我为东中骄傲，明天东中为我自豪”为铮铮誓言，胸怀远
大理想，注重品德锻炼，坚持发愤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全面发
展的现代化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最后，祝全体师生工作顺利、学习进步！祝东台中学的明天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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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朴、最热烈的方式，庆祝我们
共同的东中建校 110周年！我谨
代表学校，向全体师生员工致以
最热烈的祝贺！向多年来一直关
注和支持东中发展的前辈、领
导、校友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
东中穿越 110 年的悠悠光

阴，百味杂陈。由清末翰林夏寅官
先生在东台创办东台县中学堂兼
师范学堂以来，几经风雨洗礼，几
易校址校名，发展到如今，在城东
校区投资 3个亿、征地 280亩、拥
有 3500多名师生员工的国家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
学校获得“江苏省文明单

位”、“江苏省模范学校”等殊荣，
先后有近百名学生考入清华、北
大。重点大学及本科达线率逐年
攀升。四万多校友，共同绘就了
东中桃李芬芳的美丽画卷！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无论过去有多少业绩，都会
在苍茫的岁月中消退它绚丽的
色彩。明天的辉煌，要靠今天的
我们来书写！
今天，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

子里，让我们共同思考：110年之
后的东中，东台百万人民心中理
想的东中，她，应该是一所怎样
的学校？
我期待一个文化的东中!
百余年来，东中临风雨而弥

坚，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从
“以育人为本，为学生终身发展
奠基”，到“让我们共同获得发展
和成功”，再到“另起一行、我是
第一”办学理念的建构，从“夸父
逐日”般的“勤文化”，到如今“百
舸争流”的“进文化”，无不彰显
着“做最好教育”的永恒追求。新

的校区、新的历史起跑线，我要
求每一个师生员工都要做一个
“有文化的东中人”：要有，植根
于内心的修养；要有，无需提醒
的自觉；要有，以约束为前提的
自由；要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更要有，肩负民族复兴的担当！

我们发出“做有文化的东中
人”的倡议，这是生命的唤醒，这
是教育的本真，这是灵魂的滋养！
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年级的师
生，都要根据自己个性化的特点，
营造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

我期待，我们东中人“严于
律己、敢于担当”的文化呼唤，一
定能通达悠远的蓝天！

我期待一个青春的东中!
东中已走过 110 年的峥嵘

岁月，正从全新的城东校区全面
启航，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面
对全社会对高中教育“质量、安
全、满意”的极高期望值，除了第
一，除了优秀，除了进步，我们古
老而又年轻的东中别无选择！

我要求我们每一个东中人，
要时刻保持一种充满激情、充满
活力的青春心态！要有超越老前
辈的雄心！要有超越新生代的信
心！更要有“勤能煮海、进可登
天”的决心！要把责任和担当铭
记在心，励志有为，敢于拼搏，化
压力为动力，努力锻造实力，去
创树无愧家乡父老、无愧母校、
无愧自己的辉煌！

新的校区、新的征程，青春
的我们，青春焕发的东中一定是
充满希望的！我期待，在青春的
洗礼和“爱拼才会赢”的号角中，
我们每一个东中人都应成为东
中发展史上，一个闪光路标和一
座巍峨的丰碑！

我期待一个明亮的东中!

这种明亮，首先应该是对生
命的尊重。教育，说到底，就是以
一颗怎样的心来对待生命。教育
的最终理想，是要让广大师生在
生命的道路上，感受成功、体验
幸福、成为最好的自我，进而超
越自我！

教育的明亮，还应该表现为
对尊严的守护。在我看来，我们
学习的每一本书都是有尊严、有
生命、有精神的，我们要满怀热
情地亲近它，主动汲取新的知
识，积极充实新的思想，努力改
进新的方法。获得 2015年度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屠呦呦，上高
中时考试分数并不理想，但她因
对知识的热爱而学习、养成了自
己独特的兴趣和爱好，工作中，
她因为喜欢而做试验，数百次失
败后她收集了 2000 多帖药方，
别人看来很枯燥，但她却乐在其
中、坚忍不拔，进而取得巨大的
成功。因此，只有守护尊严，才能
拥抱未来，也才能顶天立地。
我期待，唯有尊重、进取、阳

光，方能不负教育的使命、方能
不负明亮东中的追求！唯有至
真、至善、至美，才能打造我们明
亮东中的特有名片。
“览胜楼，何高高兮校之中

央！有阶梯之可登兮，万方斯望
……”110年弦歌不断，110 年薪
火相传！东中，这片神奇的土地，
她的每一个音符都激荡着动人
心魄的历史回响！

今天，站在这迈向 111年全
新的历史节点，我们热血沸腾、
豪情满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同志们，朋友
们，我相信，有你、有我，有你们、
有我们，未来的大东中一定会更
加文化、更加青春、更加明亮！

文化东中 青春东中 明亮东中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的讲话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激
动。在这特别的时刻，在这特别的
舞台，作为众多东中学子的一名
代表，我接受了这特别的荣誉。我
深感光荣与自豪，也倍感双肩那
份特别的重负。

百年树人，世纪东中。一代代
东中人，高擎理想的火炬，奋勇拚
搏，在东台大地上构建起一座异
彩闪耀的文化殿堂。求学于兹，成
长于兹，成材成功于兹，是我们每

个东中学子的神圣的生命旅程。
亲爱的同学们，请倍加珍惜，这无
比金贵的分分秒秒！
“另起一行，我是第一”。如果

就读在高一，我们要打基础，利
长远，展现新气象，以锐意进取
的精神，为百年老校注入一股崭
新的活力；如果拚搏在高二，我们
将强管理，谋进取，激发新活力，
“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绽放自己
“独此一朵”的奇葩；如果冲刺在

高三，我们应抓质量，求卓越，冲
刺新高度，让高三阶段的每个瞬
间都变得更加充盈！
“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

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
的血雨”。同学们，为了母亲的微
笑，为了师长的自豪，为了东中校
史上更为厚重的那一笔，让我们
击水中流，奋勇向前，挥洒大写的
东中人！

学生代表、高三（2）班潘岩松的获奖感言

●10月 30日，由政教处、团委
联合举办的 2015年“中国梦·东
中梦·我的梦”诗歌朗诵比赛总决赛
在高二学苑阶梯教室举行。结果，高
二（12）班夏慎信，高一（7）班赵英
阁、臧逸飞，高二（2）班陈胜孜、高一
（6）班贺妙思、周润楷等同学的作品
获得一等奖。
●11月 17日，市教育局公布

“七彩语文杯”江苏省第十四届“中
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东台赛区竞
赛结果，我校共有 13人获奖，其中一
等奖 6人、二等奖 3人、三等奖 4人。
获一等奖的是：高二（2）班冯梓阳、高
二（1）班张逸、高二（2）班李磊、高二
（18）班柳力溶、高二（1）班韩煦。

●11月 23日下午，政教处、团
委联合召开优秀学生学习经验交流
会。高二（2）班陆逸阳、高二（9）班施
宇、高一（2）班于一丁、高一（9）班王
雨欣等四位同学介绍了各自的学习
经验，给同学们以极大的启迪。
●11月 24日晚，政教处、团委

召开“校园之声”编播培训会。会议
对“校园之声”前期的运行情况进行
了总结。在高二年级各班班主任和
相关同学精心准备与共同努力下，
“校园之声”自 10月 12日开播以
来，整体运行态势良好，节目质量较

高，为营造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氛
围做出了积极贡献。随后，即将承担
“校园之声”编播任务的高一年级同
学接受了业务培训。
●11月 26日至 27日，“江苏推

进教学改革行动计划实施，深化普
通高中教学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举行。我校校长、党委书
记邹施凯出席会议。他代表学校向
会议提交了题为《重构教学关系，创
建高效课堂》的论文。论文分析了高
中课堂低效的直接原因是教师过度
化的“讲解”、“教授”活动，根源在于
错误的“轻学重教”的教学认知。提
出了课堂改革应从重构教学关系角
度引入创建高效课堂的变革思路，
坚持“思想有高度，自主有力度，研
究有深度”的指导思想，努力实现
“让学引思、以学激思、会学拓思”的
课堂理想追求。论文被收入会议交
流材料专辑。

●11月 28日，副校长杨晓翔、
校长办公室主任尤明德、团委副书
记曹江一行三人，到唐洋镇二总村
一组村民贲长洲、周素萍和安健村
二组村民吴德春家中，了解他们的
脱贫情况，送上慰问金，并商定帮扶
措施。这是我校开展走访慰问低收
入农户活动的主要工作之一。

请允许我真诚的说声：谢谢！你
们的信任、支持，才能让我在这个庄
严的时刻，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接受表
彰。谢谢你们！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既感到无比
光荣，又感到无比不安。光荣，是因为
这次表彰恰逢我校 110 周年华诞这
个特殊的日子，自然也就具有了特别
的意义。不安，是因为与其他同志相
比，还有许多不足。我扪心自问，先师
孔子“诲人不倦，何有于我”，那种精
神的自觉，我有没有？先贤夏寅官先
生捐资办学，造福桑梓，那种行动的
自觉, 我有没有？邹校长倡导的那种
“无须提醒的自觉”，我有没有？没有
或者远远不够。更让我不安的是，10

年以来，有多少同事为了东中的发展
呕心沥血，他们该不该获得表彰？100
年以来，有多少前辈为了东中的传承
呕心沥血，他们该不该获得表彰？由
此上溯到 1905年，有多少先贤为了
创立这所学校呕心沥血，他们该不该
获得表彰？所以与其说是“表彰”，不如
说是“表达”。表达的是领导对我们工作
百倍的支持，学校对我们百年传承的托
付，百万父老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继往开来，
豪情满怀。今天的我们，正在编织一
个梦，一个崭新的梦，一个崭新的东
中梦，一个有文化的梦，一个有担当
的梦！我们的梦想一定要实现，我们
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教师代表、高三（4）班班主任
唐柏树的获奖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