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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生活美好

2016 年 2 月 14 日
晚，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感动中国》2015 年度
人物颁奖盛典。获得
“2015年度感动中国十
大人物”荣誉的分别是：
吴锦泉、张宝艳秦艳友
夫妇、郎平、屠呦呦、阎
肃、徐立平、莫振高、官
东、买买提江·吾买尔、
王宽。特别致敬：抗战老
兵和爱国侨胞

吴锦泉
【颁奖词】窄条凳，

自行车，弓腰扛背，沐雨
栉风。身边的人们追逐
很多，可你的目标只有
一个。刀剪越磨越亮，照
见皱纹，照见你的梦。吆
喝渐行渐远，一摞一摞
硬币，带着汗水，沉甸甸
称量出高尚。
【事迹】2010 年 8 月 9 日，

吴锦泉收听广播时得知
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
流灾害，将磨刀挣来的
硬币凑上 1000 元钱送
给红十字会捐给灾区。2013年 4月 20日，四川
雅安发生 7.0级地震，吴
锦泉得知此消息后，将两
年来走街串巷替人磨刀
挣下的 1966.2 元辛苦
钱，通过红十字会捐给灾
区。自 2008年汶川地震
之后，累计捐款 37000
多元钱。吴锦泉，江苏省
南通市港闸区五星村一
名普通村民，如今年过
八旬，仅靠磨刀为生，生
活并不富裕，老两口还
住在三间破旧的瓦房
里，但他关心社会，将自
己的辛苦钱毫无保留地
捐献出来。

张宝艳秦艳友夫妇
【颁奖词】寻寻觅

觅，凄凄惨惨戚戚。宝贝
回家，路有多长?茫茫暗
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
灯火点亮。三千个日夜
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
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
爱，织起一张网。网住希
望，网住善良。
【事迹】1992 年，儿子的一

次意外走失，让张宝艳、
秦艳友夫妇体会到了走
失孩子后的焦急，此后
他们开始关注寻亲信
息，并尝试为丢失孩子
的父母提供帮助。2007
年，夫妇二人建起“宝贝
回家寻子网”，帮助家长
们寻找孩子。成立 8年
来，“宝贝回家寻子网”
不断壮大，志愿者发展
到 15万多人，遍布全国
各地，成为照亮宝贝回
家路的一支中坚力量。
目前，“宝贝回家”寻子
网是唯一与公安部打拐
办合作的全国性寻子网
站，截至 2015年 11月，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帮助超过 1200 个被拐
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
人。

郎平
【颁奖词】临危不

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
回肠的一战! 拦击困难、
挫折和病痛，把拼博精
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
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
起，一记记扣杀，点染几
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
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
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
传奇!
【事迹】1984 年洛杉矶奥

运会女排决赛，中美巅
峰对决，身高 1米 84的
中国女排主攻手郎平击

2015年度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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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3月 5日上午，共青团东台市委十七届二次
（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全市共青团 2015年工
作，研究部署了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并表彰了
2015年度全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我校团委获市
共青团工作“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奖”。

2015年，我校团委团结和带领全校广大团员青年，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精神，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点、青年特征、本校特色的共青
团工作新路径，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尤其是坚持以组织青年
为使命，以思想引领为主线，以服务青年为宗旨，重点推进
“六个一”团建项目的建设工作，建成了“团员成长教育室”，
推行了班主任兼任班级团支部辅导员制度，完善了团员的
档案资料建设工作，被团省委命名为全省中学中职“六个
一”团建项目示范校。在推动学校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方
面，我校团委走在全市的前列。 （团 委）

我校团委获市共青团工作
“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奖”

本报讯 3月 11日下午，2016 年全市
教育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中心报告厅召开。
会议全面落实省、盐城市教育工作会议和市
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及市人大十五届五次会
议部署要求，总结“十二五”及 2015年全市
教育（体育）工作，谋划“十三五”规划，部署
今年各项重点目标任务。

会前，市委书记、市长陈卫红就全市教
育（体育）工作作出批示，充分肯定了“十二
五”以来全市教育（体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成
绩。会上，副市长汤冬青发表讲话，市教育
局局长王劲松作工作报告，唐洋镇等四单位

作主题发言。市政府和市教育局、各镇区签
订了《东台市校园安全工作目标责任状》，市
教育局和各学校签订了《2016年学校重点
工作责任书》。会议印发了《2016年全市教
育工作要点》《2016 年全市体育工作要点》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
见》和《东台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征求
意见稿）》，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5年度教育
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校长的决定。我校被
表彰为“东台市 2015年度教育工作综合先
进单位”，邹施凯校长获“东台市 2015年度
优秀校长”称号。 （校长办公室）

全市 2016年教育（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我校被表彰为“市 2015年度教育工作综合先进单位”

本报讯 3月 14日下午，由江苏磊
达集团、东台市教育局主办，我校承办
的“磊达奖学金”颁奖大会在综合楼报
告厅隆重举行。我校高一年级 122名获
奖学生共同分享 90003 元“磊达奖学
金”。

江苏磊达集团董事长汤广宏，市教
育局局长、党委书记王劲松出席并讲
话。江苏磊达集团工会主席韩恒桂、市
教育局副局长曹本全、我校领导班子成
员在会场前排就座，获一、二等奖学金
的学生家长应邀参加。副校长杨晓翔主
持颁奖大会。颁奖现场向全校直播。

多年来，我校以奖学金考试制度为
机制，积极引导和激励广大学生刻苦学
习、奋发向上。去年暑期，全面迁入城东
校区办学后，我校从不断提升教育质量
新境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搭建更大的
平台出发，继续推行奖学金考试制度。

今年 3月上旬，我校在高一年级举
行 2016年度奖学金考试，引起社会和
市教育局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江苏磊达
集团专门设立了“磊达奖学金”，董事长
汤广宏决定连续三年每年向全市教育
系统提供 20万元，用于奖励东台市品
学兼优的学生。

颁奖大会上，我校校长、党委书记
邹施凯首先致辞。他代表学校向获得
“磊达奖学金”的所有同学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奖学金基金设立者江苏磊达集
团董事长汤广宏，向指导本次颁奖活动
的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王劲松表示
崇高的敬意！向参加大会的学生家长表
示热烈的欢迎！他要求获奖同学进一步
增强扬在脸上的自信、融进血液里的霸
气、植根于内心的修养、刻进生命里的

坚强，加倍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始终走
在前列！他希望未获奖的同学正视差
距，分析自己、调节自己、校正自己，努
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考试方
法。

一等奖学金获得者、高一（2）班倪
笑代表全体获奖学生表示，要牢记“勤
能煮海、进可登天”的校训，以梦想为动
力，把勤勉当行囊，心怀感恩，珍惜时
光，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在属于自己的
星光舞台上笑语欢歌。相信在两年之后
的考场上，一定不会辜负长辈们的殷切
期望！

汤广宏董事长在讲话中深情地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曾经的梦想
是上大学，而今管理着磊达集团这个大
家庭。但我对知识的殿堂始终向往。设
立“磊达奖学金”，不仅是我们对社会的
回报，更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朴素
表达。他希望获
奖同学从零开
始，以更强的自
信，加倍的努力，
不断超越自我。
磊达集团将一如
既往关心和支持
东中教育，继续
为学校的发展，
为学生的梦想，
助上一臂之力。

王劲松局长
发表了激情洋溢
的讲话。他说，汤
广宏董事长设立
“磊达奖学金”的
善举，不仅是对

东台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更是向广大学
生寄予了厚望、倾注了真情。我多次与
学生家长座谈、与学校领导研究，要让
本届高一学生接受高品质的高中教育。
高一同学们，你们享受着名校联盟、专
家指导、名师点拨，接受最好的教育。我
坚信，你们一定会成为东中办学史上最
优秀的一届学生！希望同学们要学会做
人，学会坚强、学会宽容、学会生活、学
会感恩，做有温度、有气度、有浓度、有
风度、有深度的人，努力使自己有志气、
有正气、有底气，不断培养自己过硬的
素质和高尚的人格。希望广大教师要有
先生之风，快乐教学，善于钻研，并以此
真正形成强大的团队力量，不负“得天
下英才而教之”这一历史担当！

五时半，颁奖大会在《校歌》声中圆
满结束。

（校长办公室）

我校隆重举行“磊达奖学金”颁奖大会
本报讯 3月 3日，市教育局副

局长曹本全率领视导组，对我校高三
教学工作进行视导。
当天上午，视导组听课 18节，查

阅相关教学资料，听取组内交流，随机
抽取 6个班进行学生问卷调查。下午，
市教研室副主任朱柏树主持视导意见
反馈会，市教研室主任韩益钧代表视
导组交换视导情况。

视导组认为，东中高三年级教学
活动的新举措扎实有效，老师备课精
细，教学中能准确把握学情和二轮复
习的精髓，个性化、特色化明显，相关
学科的讲义以问题引路，思维模型构
建的导向性强。限时训练有创新，做到
系列化、多样化，兼顾学生技能，重视
读写结合。实物投影仪的充分运用，扩
大了发现学生问题的概率，针对问题
的分析点评得当。备课组内协调性好。
问卷采信度、满意度呈现双高。

视导组对年级管理中，三门与两
门关系的协调处理、限时训练的高效
统一、双语校本策略的有力推进、关键
生跟踪成长的翔实记录、目标生培养
的学科对接、教师课程内容的重点突
出以及与学生全过程的互动等二轮复
习的正确打开方式予以充分肯定。同
时对高三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训练，
提高分步得分规范答题能力，聚焦关
键学生，做好师生交流、家校沟通等提
出了一些建议。

曹本全副局长充分肯定了东中人
在二轮复习中展示的“勤能煮海，进可
登天”的精神风貌，并就二轮复习的正
确打开方式提出三点要求。一、“让引
驱动”，促进学思结合步入新境界。进
一步在时间、空间、方法和节奏上科学
把握。让学生更加善学、会学。要分层次因材引导，不断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奋点。要有疑即问，增强学生的反思促
成触类旁通。二、利用压强定律，分类聚焦提高压强有效
值。聚焦尖子生，要细化盯人计划。要掌握好其学习、心
理状态；聚焦边缘生，要通过个别辅导，再上一个平台。
聚焦教学重点和得分重点，让各科教学水平大幅度提
升，在保住数学的基础上，抓好双语的得分增长点。三、利
用引力原理，进一步发挥文化引力效应。“做有文化的东中
人”这种精神引力，形成了全校上下富有活力的文化心理。
要在“引力波”作用下，不断有章法、有节奏地持续“打开”，
力求极致。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表示，曹局长的要求和视导组
的建议，对高三年级管理、强化二轮复习极具价值。为此，
学校将突出以下工作重点：一是重点学生的关注，以求盯
防责任的成功率。二是重点活动的聚焦，以求关键节点的
兴奋度。三是重点措施的强化，以求进可登天的达成率。具
体将在学科统筹、题风建设、目标聚焦、限时作业、跟踪纠
错、氛围营造等各个环节有序落实。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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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6日，东南大学党委
常委、总会计师、博士生导师丁辉教授
一行四人，专程送喜报到我校，对 2011
年我校考取东南大学的九名本科生今
年全部考取硕士研究生表示热烈的祝
贺，并感谢我校为东南大学输送了大量
的优质生源。

东南大学是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
的全国重点大学，是“985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我校是一
所有着 110年办学历史的老校。多年来

特别是近年来，我校在搬迁城东校区办
学的特殊形势下，全校上下奋力拼搏，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攀升，向全国知名重
点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
2011年 12月，我校被确定为东南大学
“优质生源基地”。近五年来，东南大学
与我校共建优质生源基地，在高校与高
中的“对接”中，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合
作，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丁辉教授一行在我校期间，与我校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副校长谢谦云、

杨晓翔等进行了座谈交流，并为高一学
生开设了“机器人视觉”的专题讲座，参
观了校史馆等。他们对我校“另起一行，
我是第一”的办学理念很是赞赏。丁辉
说，在计算机领域，软件我不是第一，我
做硬件。硬件我不是第一，那我就“软硬
结合”，总能找到“第一”，“另起一行”的
思维本身就充满了创意，是一种科学精
神。丁辉热诚希望我校的优秀学生报考
东南大学，期盼“东中”学生向“东大”学
子的自然过渡！ （校长办公室）

九名本科生全部考取硕士研究生

东南大学专程送喜报到我校表示祝贺

本报讯 2 月 29 日下午至 3 月 1
日上午，盐城市高三化学二轮教学研讨
会在我校召开。来自盐城市各县（市、
区）教研室的化学教研员、各普通高中
的高三化学教师共 50多人参加。我校
副校长吴海霞全程参与。

本次研讨会由盐城市教科院化学
教研员梁雪峰主持。研讨会突出考试大
纲的“需求侧”，目的是解决当前备考中
尤其要重视的问题，让“教、学、练、考”
保持高度一致。

研讨会以三节研讨课为“多点”切

入。我校高三年级主任崔恒杰，围绕近
几年江苏高考中特定物质转化关系的
分析，随堂构建出特定物质转化关系的
思维模型，让学生在元素化合物知识的
积累上明确了取舍方向。我校张嵘老师
就“新情境下化学反应”专题，从培养和
发展学生的能力出发，指导学生规范、
准确答题，引导学生建立化学反应中的
微粒观、变化观、守恒观。东台市一中丁
志芬老师，从近几年江苏高考电化学试
题的分析入手，为学生系统归纳出电化
学原理及其应用的考查要点与具体要

求。
研讨中，盐城市化学命题专家仇国

苏介绍了盐城市高三化学一模考试命
题的思路，预测了 2016 年江苏高考化
学命题的走势，并提出了今后高三化
学复习的建议。射阳中学副校长朱洪
文针对高三化学二轮复习的任务，讲
解了二轮复习的重点内容，并结合学
情提供了二轮复习的一些策略。与会
者还就以上环节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与讨论。 （化学组）

盐城市高三化学二轮教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汤广宏董事长与获一等奖学金的学生合影 陈建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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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的善举 前行的动力
———“磊达奖学金”颁奖大会剪影

一等奖

徐浦晨 于一丁 沈静雯

倪 笑 王丽娜 杨 溢

二等奖

朱恒立 徐新佳元 万睿琦

谢宇浩 孟 涛 金 青

王鸿飞 徐 晗 臧子珣

黄 赟 焦剑波 徐文欣

徐佳俐 黄诗雯 庄瀚林（并列）

许淑寰（并列） 胡陈龙（并列）

沈星雨（并列）

三等奖

陈 安 顾子轩 杨宇航 B

吴忠庆 周 驹 姜旭文

周海洋 翟晓龙 周 剑

常敬涵 王盈菲 姜 韬

朱鑫媛 王子睿 吴 雯

王 盛 杨国辰 杨雨晨

丁 洋 姜其敏 周 杰

王雨欣A 蔡 琦 卜语嫣

于 涛 寿仁杰 张海强

张 辰 潘勉之 周陈霞

王谭君 丁 浩 储小磊

刘知寻 田 婷 夏 郑

余 越 仲珂欣 梅泽承

王澄睿 肖天韵 王辰恺

丁鹏飞 冯睿儿 夏皓斌

周 池 王 馨 沈 忱

李嘉雯 赵思聪 徐 程

缪薇薇 袁俊祺 杨千颖

沈仁劼 何 莉 郭津贝

潘宝诣 杨何梅 毛治然

张宸瑞 丁伟轶 陈张立

朱 威 陆凤彬 潘 曈

王晨旭 朱昱安 王云祥

钱晨鑫 张天辰 丁 一 A

王沈鑫 马逸群 余 悦

丁云龙 缪叶舟 周星雨

张 燕 练子浩 刘雨迪

田志鹏 陈 佐 杭雯欣

韩睿思 杨展涛 葛倩含

杨 楠（并列） 岳兰婷（并列）

吴海龙（并列） 卢文韬（并列）

崔陈雨（并列） 陈 佑（并列）

顾娜娜（并列） 韩浩龙（并列）

刘 敏（并列） 吴 莹（并列）

杭辉杰（并列）

江苏省东台中学 2016年度奖学金考试高一年级获奖学生名单

王劲松局长为获奖学生颁奖汤广宏董事长为获奖学生颁奖

曹本全副局长为获奖学生颁奖 邹施凯校长为获奖学生颁奖

邹施凯、汤广宏、王劲松、曹本全（自左向右）等在颁奖大会上

王劲松局长、曹本全副局长与获奖学生合影

韩恒桂主席、邹施凯校长与获奖学生合影

一等奖学金获得者、高一（2）班倪笑代表获奖同学发言
颁奖大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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