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东台中
学第十五届学
术节获奖名单

第二十六届
“红烛杯”三轮会教

一等奖
王 军（化学）
夏亚春（物理）
王 娟（数学）
丁晓春（语文）
陈春华（地理）
刘艮梅（政治）
二等奖
马东华（化学）
徐 尉（物理）
仇 强（生物）
吴海燕（信息技术）
曹继东（数学）
符 琳（数学）
王小军（体育）
吴 云（历史）
杨 岚（英语）
丁祥林（英语）
宗 静（英语）
胥颖露（艺术）
唐燕华（语文）
周 江（语文）

德育论坛

论文评审
一等奖
卢毓清
二等奖
高国庆 夏亚春

现场答辩
团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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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卢毓清 袁亚萍
丁周卫 唐柏树
缪月萍

教学论坛

论文评审
文科组
一等奖
郑如芹 谢莎莎
邓广宏
二等奖
徐志华 刘 颖
胥颖露
理科组
一等奖
陈红霞 林 宁
丁周卫
二等奖
吴海燕 张玉俊
鲁 龑

现场交流
文科组
一等奖
郑如芹 谢莎莎
邓广宏
二等奖
徐志华 刘 颖
胥颖露
理科组
一等奖
林 宁 吴海燕
陈红霞
二等奖
丁周卫 张玉俊
鲁 龑

现场答辩
文科组
一等奖
邓广宏 郑如芹
徐志华
理科组
一等奖
丁周卫 陈红霞
林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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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羊年岁末，师生们沉浸
在迎接新年的喜庆气氛之中，唱歌、
跳舞，各显其能，各展其才。为了参加
全校文艺汇演，他们利用课余时间排
练文艺节目，体育运动场、地下停车
库……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12月 30
日晚，全校文艺汇演在体艺馆举行，由
三个年级推出的 21 个节目和由语文
组、英语组教师编排的两个节目参加
演出。全校文艺汇演既是我校第二十
六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压轴戏，也是
全体师生向猴年送上的一道文化大
餐。

六时整，高一（5）班陈荞、高一（6）
班周润楷、高二（1）班陈宇舟、高二
（15）班黄心怡四位学生主持人亮相舞
台，充满激情和富有感染力的“开场
白”刚过，高二（1）班《一起来更精彩》
就舞起来，现场观众和在教室收看直
播的师生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汇演节目形式多样，有舞蹈、男女
声二重唱、乐舞、音舞诗、相声、器乐合
奏、现代舞、诗朗诵、女生独唱、歌舞、
独舞、古典舞、默剧、英语歌曲合唱等
十几种，其中“默剧”是第一次搬上舞
台。高一（2）班的默剧《谁是小偷？谁是
绅士？》，虽然情节不复杂，但学生们表
演得很默契，动作、表情又比较夸张，
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卓别林”印象。汇
演节目内容向上，高一（6）班的舞蹈
《中国的月亮》，尽力抒发爱我中华之
情，语文组教师的诗朗诵《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展现了我校 110年的办学

历史，赞颂了我校新的办学理念。
节目轮番登场，真情精彩上演。优

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展示了师
生的艺术才华，也展示了我校全面搬
迁城东校区办学后师生的精神风貌。

当压轴节目———英语歌曲合唱
《Edel wei s s》接近尾声时，校领导邹施
凯、谢谦云、杨晓翔、赵志刚、吴海霞一
起走上舞台，与参演的英语组全体老
师用英文同唱《Happy New Year》，
共祝全校师生新年好。邹施凯校长又

以《跳一曲春天的芭蕾》为题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闭幕辞，“伴随着新年的期
待，让我们所有东中人以崭新的姿态、
无与伦比的气质，尽情起舞，跳一曲充
满春天活力的芭蕾，开辟一个充满激
情的教育春天！”

八时五十分，当谢谦云副校长宣
读获奖名单、校领导登台颁奖后，全校
文艺汇演落下了帷幕，我校第二十六
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也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校长办公室）

我校第二十六届校园文化艺术节落幕
本报讯 1月 8日，第二期“盐阜名师讲堂”

在盐城市第一小学报告厅举行。教授级中学高
级教师、省特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
培养对象、全国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估专家、我校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应邀作主题报告。

为充分展示名师工程建设成果，切实发挥
名师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分享、学习名
师经验智慧，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盐城市教科院
于 2015年 10月兴办了“盐阜名师讲堂”。第二
期“盐阜名师讲堂”的内容主要有省教育科学规
划办公室主任彭钢围绕教育科研工作和教师专
业发展作专题讲座，邹施凯校长和盐城市第一
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吴红明结合个人经历讲述
名师专业成长之路。来自盐城市各县（市、区）县
级以上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学术称号的教
师代表，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年度课
题主持人，共四百多人参加。

邹施凯校长的报告主题为《坚守“宁静致
远”的专业发展之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
告中，邹施凯校长结合个人经历从“始终坚守，
拒绝浮躁”、“不断积淀，厚积薄发”、“努力反思，
孕育灵感”、“追求淡定，宁静致远”四个方面向
大家讲述了自己的名师成长之路。其中邹施凯
校长关于办学理念“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思
考、校训“勤能煮海，进可登天”的提出、管理思
想“文化东中”的构思、数学教学中“三维数学教
学思想”的形成等个人成长中的反思性案例在
与会者中产生了共鸣，不少教师用“可信、实在、
受益很大”等话语作出了高度赞誉。

盐城市教科院副院长马群仁借用邹施凯校
长报告的小标题，以“坚守”、“积淀”、“反思”、
“淡定”八个字为邹施凯校长的报告作了总结性
评价并给予充分肯定。 （教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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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9日上午，省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桂
丽一行，在副市长汤冬青、市教育局局
长王劲松等陪同下，来我校考察责任督
学工作。

赵桂丽一行听取了我校责任督学
王建树一年来履职情况的汇报和我校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有关为责任督学
创设履职条件等情况的介绍，实地察看
了我校以网络为基础的督导信息系统。
她们对我校责任督学实现信息化管理，

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信息报送、意见反
馈、工作部署与交流等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并就“责任督学如何配合学校推进
素质教育”、“有偿家教堵与疏的策略应
用”以及学生在校身心安全等问题共同
进行了探讨。

王劲松特别介绍了实施责任督学
机制后，我校在家校沟通方面取得的成
绩和将相关经验在全市教育系统推广
的做法。指出，市教育局鼓励学生家长、
社会通过主管部门和学校建立的信息

沟通渠道，反映情况，说明问题，责任督
学、学校、市教育局都要在第一时间作
出反应。

汤冬青就规范办学强调，要把握好
学生的发展规律，科学引导是根本。他
指出，东台中学迁入城东校区办学后，
多措并举，效果突出。坚持“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的办学理念，通过多个平台
展示学生的才智，素质教育成果显著。

（校长办公室）

省教育督导委员会专家考察我校责任督学工作

本报讯 去年 12月 31
日下午，受校长、党委书记
邹施凯的委托，副校长谢谦
云、杨晓翔、赵志刚、吴海霞
带领部分中层干部赴唐洋
镇慰问我校结对帮扶贫困
农户。

我校结对帮扶贫困农
户共有 20户，分散在唐洋
镇安建、朝福、二总三个自
然村。一年来，我校通过调
研，并从维持基本生活、发
挥资源优势、开展生产自
救、捐助一定的资金入手，
大力创造脱贫条件，使结对
帮扶贫困农户的境况大为

好转。
慰问中，谢谦云一行在

村委会干部的陪同下，与结
对帮扶对象进行了交流与
接触，转达了邹施凯同志对
他们的慰问与牵挂，详细询
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鼓励
他们利用政府提供的各项
惠农政策，因人因地制宜尽
快脱贫。谢谦云一行还向
20户结对帮扶对象发放了
慰问金。村干部和受助对象
对我校多次深入唐洋镇送
温暖行动表示深深的感谢。

（冯小勇）

我校慰问结对帮扶贫困农户
校领导与英语组全体老师用英文同唱《Happy New Year》 单东明 摄

本报讯 1 月 15 日上
午，盐城团市委副书记郝
瑞耀来我校调研“六个一”
团建项目实施工作情况。
东台团市委书记孔凡成、
盐城团市委学少部部长符
翔宇等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副校长谢谦
云陪同郝瑞耀一行参观我
校校史馆。在一幅幅反映
我校悠久办学历史的图片
前，他们仔细观看，对我校
在教育、教学、教科研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赞叹不已。
在新建的“团员成长教育
室”，郝瑞耀一行听取了我
校团委副书记曹江有关创
建省“六个一”团建示范校

工作的情况汇报，并重点查
看了“六个一”团建项目中
“一课”、“一月”、“一员”、
“一室”、“一角”、“一档案”
的相关台账资料。他们对我
校创建省“六个一”团建示
范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我校团的基础工作扎实，
团的活动富有特色。他们对
我校继续深入推进“六个
一”团建项目实施工作提出
了指导性建议。我校将积极
探索“六个一”团建项目实
施工作的创建思路，不断打
造学校团建工作特色，确保
团建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新
的成效。

（团 委）

郝瑞耀副书记调研我校团建工作

本报讯 1月 14日，2015年度“最美盐
城教师”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我校姚永所老
师榜上有名。

去年 11月，盐城市教育局联合盐城市
文明办、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共同开展
2015年度“最美盐城教师”评选活动。经学
校和东台市教育局推荐，姚永所的申报材料
和个人事迹于当年 12 月上旬报送有关部
门。12月 23日，盐阜大众报刊登经主办单
位初选出的 20名候选人的事迹简介，并通
过微信平台组织公众网络投票，评审委员会
结合网络投票情况，最终评选出 2015年度
“最美盐城教师”12名和“最美盐城教师”提

名奖获得者 8名。这 20名教师用感人的事
迹诠释了爱岗敬业之美、崇德向善之美、坚
守平凡之美、大爱无痕之美。

姚永所现为我校物理教师、高一（17）班
班主任，他曾获评东台市新长征突击手、东
台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盐城市优秀班主任、
我校首批校园“十佳教师”。他的事迹先后
多次被盐城电视台、东台电视台专题报道。
今年 1 月 19 日，《东台日报》以《真爱谱写
奉献之歌———记“最美盐城教师”、江苏省
东台中学优秀班主任姚永所》为题报道了
他的事迹。

（校长办公室）

姚永所获评 2015年度“最美盐城教师”

本报讯 1月 20日，寻访 2015年
度“最美中学生”和“最美中职生”活动
结果出炉，全国共有 672名中学生和
325 名中职生脱颖而出，被授予全国
“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称号。经
我校团委推荐的陈宇舟同学获此殊
荣，成为盐城市 3名全国“最美中学
生”之一。这是我校坚持“另起一行，我
是第一”的办学理念，在促进青少年全
面发展工作上取得的又一成果。

为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导中学中职学生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勤学、修德、明辨、笃
实”的要求健康成长，共青团中央学校
部、全国学联秘书处、中国青年报社于

2015年 6月起在全国寻访一批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美中
学生”和“最美中职生”。寻访标准为，
在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科技创新、技
术技能、志愿服务、热心助人、见义勇
为、诚信友善、孝老爱亲、自强自立等
某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学生或中职生，
通过“寻访”活动深入挖掘和宣传表彰
中学中职学生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
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
造促进中学中职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
环境。
陈宇舟同学现为我校高二（1）班

班长，他品学兼优，多次被评为“三好
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

部”。“做最好的自己”是他的座右铭。
他注重自身修养，从严要求自己，以身
作则，求真务实，善于探究，勤于思考，
乐于表达，面对困难不言败、不放弃，
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始终积极向上。2015 年 10 月，在校
级、县级、市级开展寻访活动的基础
上，江苏团省委学校部运用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网络公示等形式推选出省
级“最美中学生”、“最美中职生”，同时
择优推荐 30名“最美中学生”、“最美
中职生”候选人参加全国寻访活动。陈
宇舟同学最终获得全国“最美中学生”
称号。

（曹 江）

陈宇舟被授予全国“最美中学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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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太阳已然从东方升起
乙：娇艳如少女的羞红欲滴
丙：大地飞歌，鸟儿欢唱
丁：百年老校东中呵，沐浴

着金光
合：百年老校东中呵，迎来

新的一轮朝阳。

甲：脚踏闪闪发光的花岗岩
大道

乙：耳畔鼓着莘莘学子的书
声琅琅

丙：却又能听到身边花儿的
次第开放，草儿的浅吟低唱

丁：呵，百年东中
这颗黄海之滨的璀璨明

珠
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发

亮
甲：呵，东中百年
乙：多少园丁耕耘，缀满最

美诗行
合：无数英才荟萃，谱写最

新华章

甲：百年树人，世纪东中。
乙：110年，雨露滋润；
丙：110年，满园芬芳；
丁：110年，筚路蓝缕；
合：110年，浴火重生！
甲：以人为本，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奠基
乙：做大做强，让我们共同

获得发展和成功
丙：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丁：在生存中发展
在继承中创新

合：百年东中呵，从希望走
向成功

又从成功走向希望
甲：清华、北大、复旦、南大

……
乙：东中学子的风流呵
写遍华夏，写在五湖四

海
丙：写出中国，写遍七洲五

洋
丁：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甲：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合：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甲：“东中人”———这个名字
让每一个东台人自豪

乙：又激励每一个东中人斗
志昂扬

甲：110年，你一步一个坚实
的脚印，

乙：110年，你开启蒙昧，点
亮智 慧之光。

丙：110年，蓦然回首，风化
青史载，

丁：110年，风雨兼程，岁月
如歌唱。

甲：110年生日的钟声，
乙：敲响了东中人传承创

新，负重前行的民族担当!
丙：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

需提醒的自觉
丁：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以

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合：做有文化的东中人，肩

负民族复兴的担当！
甲：打基础、利长远，展现新

气象
乙：强管理、谋进取，激发新

活力
丙：抓质量、求卓越，冲刺新

高度
丁：顶层设计到位，过程督

查到岗，考核评判到魂
合：东中的领航人呵

深知只有站得高才能望
得远

甲：“让学引思，会学激思，
以学 拓思”

乙：“思想有高度，自主有力
度，研究有深度”

丙：“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
学习的乐趣”

丁：博采众长，博闻强志，博
学多思

合：东中的园丁呵，永远那
么匆忙

甲：头顶朗月，身披星辉
乙：踏碎霜雪，意志如钢
丙：洒下一路辛勤的汗水，
丁：坚信未来金色的梦想。
合：让学子如沐春风豪情激

荡

甲：无论是在老校区，还是
在新校区

乙：无论是北海，还是在城
东

丙：无论是儒雅的长者，还
是稚气未脱的孩童

丁：东中给人的感觉哟，就
是不一样

甲：崇德、砺志；严谨、创新；
博学、多思

乙：东中的校风教风学风呵
有口皆碑妇孺传扬

丙：求学于兹，成长于兹，成
材成 功于兹，

丁：110年的东中哦，
合：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栋

梁
丁：东中的 110年哦，
合：洒下了千万颗种子，收

获着无比骄人的希望！

甲：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乙：东中的学子呵，
捧回一个个奥林匹克奖

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丁：东中的学子哟
风流赛过那一百零八将

甲：“未来科学家”沉着果敢
征服八方英豪

乙：数理化奥林匹克赛
全国各类作文大赛

丙：大东中走南闯北
胜利的凯歌传到四面八

方
丁：虽然，我们未能在现场

却也从一张张喜报里，分享到咱
东中人的豪气

合：咱大东中我是第一的荣
光

甲：说风流呵，道风流
百年东中的风流呵无人

能说透
乙：学者、专家、将军、健将
为百年东中增添太多荣

耀
丙：金杯、奖牌、喜报、奖状
丁：为百年东中增添了无尽

荣光
甲：文化东中
乙：青春东中
丙：明亮东中
丁：勤能煮海，进可登天
甲：勤能煮海，进可登天
乙：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丙：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丁：新一代东中人呵
合：早已孕育新的跨越，
百年东中又升起新的一轮

朝阳！
百年东中又升起新的一轮

朝阳！

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朗诵辞)
胥照方

春题诗画，首靓校园，新奇笔触描桃李；师效圣贤，共昌国运，淡泊情怀育栋梁。
———薛太纯

花开万朵，织东中锦绣，给新春作彩；另起一行，绘教改宏图，为桑梓争光。
———艾雨华

文化东中绽放艺术之葩
———江苏省东台中学第 26届校园文化艺术节获奖作品选登

市教育工会“迎新年·贺佳节”春联征集评选活动获奖作品选登

语文组教师集体朗诵《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本版摄影单东明 马东华

高一（14）班张心缘 高二（2）班陆逸阳 高二（10）班高 雅

高一（18）班王钰洁

器乐合奏《美丽的神话》高一（1）班默剧《谁是小偷？谁是绅士？》高一（2）班

独舞《玉人》高一（9）班 古典舞《清荷》高二（17）班

高一（13）班宣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