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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生活美好

徐立平
【颁奖词】每一次落

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
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
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
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
不开你。就象手中的刀，二
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
匠，你是大国工匠。
【事迹】
徐立平，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
7416厂高级技师。自 1987
年入厂以来，一直为导弹
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
行微整形。在火药上动刀，
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
能引起燃烧爆炸。目前，火
药整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
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
替。下刀的力道，完全要靠
工人自己判断，药面精度
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
的精准射程。0.5毫米是固
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
最大误差，而经徐立平之
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
不超过 0.2 毫米，堪称完
美。他还自己设计发明了
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
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
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
刀”。28年来，他冒着巨大
的危险雕刻火药，被人们
誉为“大国工匠”。

莫振高
【颁奖词】千万里，他

们从天南地北回来为你送
行。你走了，你没有离开。
教书、家访、化缘，埋头苦
干，拼命硬干。你是不灭的
蜡烛，是不倒的脊梁。那一
夜，孩子们熄灭了校园所
有的灯，而你在天上熠熠
闪亮。
【事迹】
莫振高，学生口中的

“莫爸爸”“校长爸爸”，是
广西都安高中的原校长。
都安是全国贫困县。任教
三十多年来，他跑遍每一
位贫困生的家，并用自己
微薄的工资资助了近 300
名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
梦。

然而，自己的工资毕
竟只是杯水车薪。面对数
量众多的贫困学生，这位
从未向别人伸手的“莫爸
爸”走上了“化缘”之路。他
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全国
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做演讲、做动员。就这样，
莫振高一共筹集了 3000
多万元善款，让 1.8万贫困
学子圆了大学梦。因积劳
成疾，莫振高于 2015年 3
月 9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官东
【颁奖词】来不及思

量，就一跃而入，冰冷、漆
黑、缺氧，那是长江之下最
牵动人心的地方，别紧张，
有我在，轻声的安抚，稳住
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
管，那肩膀上剩下的只有
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
指的是面庞。
【事迹】
2015年 6月 1日，“东

方之星”号客轮在长江中
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官
东主动请缨加入海军工程
大学抢险救援分队。6月 2
日抵达救援现场后，他第
一个跳入水中，面对水流
湍急、能见度极低的双重
考验，官东首先在船舱内
发现朱红美老人，他一边
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
边帮她穿戴好装具，最终
成功将其救出，这是第一
位被成功救出的生还者。

14时 15分，官东再次
下水，在机舱部位找到了
船员陈书涵。面对体力严
重透支，陷入绝望的陈书
涵，官东毫不犹豫地将自
己的装备给了陈书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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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4月 12 日上午，市委书
记、市长陈卫红来我校专题调研教育工
作。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爱东，副市
长汤冬青、市政协副主席陈志文等陪同
下，实地察看了化学课程基地、校史馆、
录播教室等，看望慰问了高三年级班主
任，勉励全体教职员工实施精准教育，
强化人文关怀，再铸百年东中新的辉煌

调研中，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
育局局长、党委书记王劲松向陈卫红汇
报了对东中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创树
四星高中高品质教育品牌的顶层设计
和实施步骤。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介
绍了学校年级管理策略以及目标聚焦、
责任细分、逐层考核等具体举措和盯人
计划的落实情况，关键时点学校重大活
动的策划。陈卫红对我校结构性的协调
发展、富有个性和特色的文化引领非常
认同，对东中人的敬业精神，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现出的崭新气
象十分高兴。

在录播教室听课区，陈卫红听取了
邹施凯对录播室拓展功能的介绍，并表
示东中要率先扩增录播教室，有效实现
多学科、多通道的同步教研。

在与高三年级班主任交流中，陈卫
红询问了“二模”数据分析、师资建设、
学科与年龄结构情况。她说，东中在省

内有影响，在盐城有优势。我们要放大
视野，拓宽眼界，做到“精准管理、精准
教学、精准达成”，关注好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力争扩大长青藤、985等知名高校
的录取人数，冲刺清华、北大。本届高三
去年的“小高考”成绩突出，希望大家不
断增强信心，再创今年高考辉煌。

陈卫红指出，近一两年，全市教育
的发展有很大起色，亮点多，特色鲜明，
成绩可圈可
点。高中教育
要在提升内
涵、提高办学
品质上下功
夫，建设高层
次教师队伍，
创新学校管理
模式，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
要始终以创新
为动力，促进
教育可持续发
展。把教育这
一公共服务提
升到重大民生
工程的实践高
度。

陈卫红强

调，全市教育硬件和软件建设要双提
升，优质教育和均衡教育要双推进。教
育要以质量为核心，以提高特色为核
心，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促进
全面发展。让教育民生更有厚度，让老
百姓的幸福更有质感，实现东台教育与
东台人民的期望对接，形成与东台经济
社会相匹配、促发展的满意格局。

（校长办公室）

市委书记、市长陈卫红勉励我校全体教职员工———

实施精准教育 强化人文关怀 再铸东中新的辉煌

本报讯 4月 11日，江苏 2016年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俗称“小高考”）成绩
揭晓，我校高二年级 161 人获得“4A”，
“4A”率达 16. 04%，与盐城中学基本持平，
绝对数和占比率在盐城市同类学校中均
为第一，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所有参测学
生全部过关，一次性通过率为 100%。这是我
校去年暑期全面迁入城东校区办学后，取得
的又一教学硕果。

今年“小高考”，化学、生物、地理学科试
题难度大大增加，存在着过关容易冲“A”难的
特点，使得全省“4A”率与去年相比大幅下降。
今年“小高考”依然实行“见 A加分，4A加 5

分”的政策。我校高二年级有 904名学生在
2017年高考中能够加分，总计可加 2091分。

此次“小高考”成绩的取得，是全校师生
共同努力的结果。本学期初，学校和高二年
级管理团队就相继召开了“小高考”科目任
课教师、高二学生及学生家长会议，充分调
动“小高考”科目任课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激
发学生投身“小高考”的热情，从不同层面增
强教育的合力和备考的动力。通过细化管
理，优化指导，强化训练，使得“小高考”复习
迎考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全校师生用智慧和
力量，取得显著的成绩，获得不一样的惊喜。

（校长办公室）

我校“小高考”“4A”161人
在盐城市同类学校中位居第一

本报讯 4月 8日，我校高二（4）
班学生马帅不幸患急性淋巴细胞性白
血病，被转入苏州大学附属医院紧急救
治。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获知情况

后，于第一时间召开专门会议并向市教
育局党委报告。政教处、工会和团委联
合发出倡议，号召全校师生为马帅同学
献上一份爱心。短短几天，捐款总额达
201594. 5元，创出东中史上同类捐款

纪录。市教育红十字会闻悉后，特别拨
款 10000元。

4月 20日上午，副校长谢谦云等
专程前往苏州看望马帅同学，向家长转
交了全部捐款，班主任刘华清向马帅递
交了全班同学的一封信。谢谦云代表王
劲松局长和邹施凯校长向马帅及其父
母表示深切的慰问。他说，局领导和全
校师生十分关切马帅同学，组织上会尽
最大的努力帮助排忧解难。谢谦云叮嘱

马帅要不畏病魔，安心养病，争取早日
返回校园。

据悉，马帅同学的病情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轻松筹”在短时间内，
支持数达 7325 次，为其募集医疗费
300376. 64元。多批家长及素昧平生的
爱心人士自发前往苏州大学附属医院
探视马帅。一名无偿献血者打算 4月
23日去苏州血站为马帅助献血小板两
单位。 （校长办公室）

我校师生为马帅同学捐款 201594.5元

本报讯 4 月 15 日，“江苏人民教
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中学校长组一
行来我校考察研修。

深入课堂听课，与教师进行交流是
考察研修的主要方式之一。我校安排了
高一语文、数学、化学各一节公开课，分
别由青年教师陈月、丁周卫、王军执教。
中学校长组专家们听课后以学科小组
面对面进行评课。他们认真听取了执教

者理念设计、教学流程、目标达成和本
节课教学反思，结合课的实施，对三节
课的目标定位、课堂结构、拓展延伸进
行研究分析，给予充分肯定。并就相关
学科课堂讨论方式的多样化、节奏推进
的精准化和知识生成的个性化处理提
出了独到的见解。

考察研修中，我校校长、党委书记、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邹施凯向各

位专家介绍了我校的办学情况，畅谈了
东中办学理念和教学主张、“三新”定
位、学校核心文化的打造以及对学校未
来发展的创新思考。专家们就教育的文
化濡染、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辩证处
理、教育生态的维护、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进行了讨论，对专著书稿的构想进行
了交流。 （校长办公室）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中学校长组来我校考察研修

本报讯 4月 23日下午，受澳大利
亚加拿大湾市市长的委托，该市罗斯班
克学院校长汤姆、澳大利亚妇女协会会
长王晔婷一行，在东台市教育局副局长
侯书圣、商务局副局长成雪君的陪同
下，来我校考察洽谈教育交流合作事
宜。邹施凯校长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客
人。

汤姆校长一行察看了我校校园环
境，参观了化学课程基地、校史馆、录播
教室，与高一（2）班学生对话交流。在与

我校校长邹施凯、副校长谢谦云、杨晓
翔、赵志刚、吴海霞等洽谈中，双方交流
了学校办学思想、管理模式、文化构建
等方面的情况，共同签订了《澳大利亚
加拿大湾市罗斯班克学院与中国江苏
省东台中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协议
书》。协议书明确了合作宗旨和合作内
容。本着真诚、平等、互助的原则，双方
将致力于建立紧密合作关系，通过国际
教育领域的合作，共同促进学校管理、
教学和学生发展。加强校级交流，互相

成为对方了解各自教育与管理、地域文
化的窗口与桥梁；互派教师，促进双方
中英文教育的实质性发展；学生交流，
增进双方青年学生的相互了解，拓宽学
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不同文化的感知。

澳大利亚加拿大湾市是东台市友
好交流城市。此次罗斯班克学院与我校
签订友好合作协议，必将加强中澳教育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拓展高中阶段基础
教育教学的渠道，促进学校教学的有效
发展。 （校长办公室）

我校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湾市罗斯班克学院建立校际合作关系

本报讯 4月 2日下午，我校在体艺
馆隆重举行 2016年高考誓师大会。校领
导邹施凯、谢谦云、杨晓翔、赵志刚，各处
室、高三年级主任和高三年级全体师生参
加，副校长赵志刚主持。

四时半，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高考
誓师大会正式开始。

首先，高三年级主任崔恒杰宣布奖学
金获奖名单，校领导为获奖学生颁发“磊
达奖学金”。接着，高三（17）班崔璨、高三
年级组长唐柏树分别代表高三年级全体
同学、全体教师发言。他们的发言表达了
师生携手并肩，冲刺高考，跳出个性、舞出
风采，“降龙笑精卫，折桂惊吴刚”的信心
和决心。
“另起一行，我是第一 /潮头勇立，日

月争光 /六十六日，勤能煮海 /无惧，砥砺
千般苦！六十六日,进可登天 /定能，腾飞
一梦圆！” 高三（1）班陈诚带领高三全体
同学以青春的名义庄严宣誓；“忠于职守，
课比天大 / 乐于奉献，学生优先 / 追求
卓越，冲刺新高 /六十六日，勤能煮海 /降
龙笑精卫 /六十六日, 进可登天 /折桂惊
吴刚！”高三年级副主任杜若衡带领全体高
三教师以荣誉、信念和担当的名义宣誓。铿
锵誓言，迸发出必胜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

在热烈的掌声中，校长、党委书记邹
施凯以《奋战 66天，向理想冲刺！突破 99
度，让青春沸腾！锁定 100 分，给人生献
礼！》为题，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邹施凯指出，66天会
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同学们箭在弦上、蓄势待发！老师
们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着手当前，我们豪情满怀；放眼高
考，我们志在必得！他慨然而言，这 66天，是压力与竞争
的联袂轰动，是青春与智慧的联手抗争，是抉择与奋斗、
是破蛹与嬗变！他高度点赞高三全体师生舍我其谁，攀越
巅峰的勇气、锐气、豪气和霸气！激情阐扬只有品尝“勤能
煮海”的千般痛苦、沉得住气，才能体味“进可登天”的一
梦成真、扬眉吐气这一励志情怀、人生法则。

五时三十八分，《国际歌》声响起，高考誓师大会徐徐
落下帷幕。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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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7日，我校组织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分
会全体干部开展“励志教育南京行”活动，收到良好的教育
效果。
多年来，我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开

展以革命传统教育为特色的实践活动，努力培养学生的健
全人格。今年 4月上旬，学校从拓展革命传统教育途径入
手，把革命传统教育与励志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学生
干部赴南京瞻仰烈士陵园和参观著名高校。

当天早晨，在副校长谢谦云、政教处主任余爱华、副主
任殷冬前、冯小勇等带领下，43名学生分会干部按时出
发。上午近十时，同学们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在烈士就义
群雕前，他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革命烈士鞠躬致敬，
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不朽功勋，铭记革命烈士不屈的民族
精神。全体团员面对团旗，重温入团誓词。随后，他们又来
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学们面色凝
重，神情严肃，驻足观看“冤魂的呐喊”主题雕塑、“古城的
灾难”组合雕塑、国家公祭鼎、万人坑遗址、胜利墙、和平雕
塑等等。残酷血腥的历史，深深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

下午，同学们来到令人向往的著名高等学府南京大
学。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我校校友潘益农教
授特意安排了与南京大学优秀学子交流的活动。大家畅谈
青春梦想，分享学习经验，相互鼓励在人生成功之路上不断
进取。四名 2012届我校校友还陪同同学们参观南京大学校
史博物馆、金陵大学旧址、图书楼等。南京大学悠久的历史、
严谨踏实的学风、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给同学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许多同学默默地憧憬：南大，我们一定再来！

一天的行程很是紧张，但这一天的收获很是丰厚。“励
志教育南京行”活动成为我校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分会全
体干部一次难忘的励志之旅。他们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树立远大志向，肩负民族复兴的重任，更加勤奋
学习，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政教处 团委）

我校开展“励志教育南京行”活动

第四版 圆园16年 4月 28日 校园文化

友好的合作 友谊的纽带
———我校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湾市罗斯班克学院建立校际合作关系活动剪影

洗礼青春岁月 励志人生旅途
———我校开展“励志教育南京行”活动掠影

邹施凯校长与汤姆校长在《协议书》上签字 邹施凯校长与汤姆校长在校史馆合影

汤姆校长与学生对话交流汤姆校长一行参观校史馆汤姆校长一行在录播教室

同学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烈士就义群雕前合影

团员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烈士就义群雕前宣誓 潘益农书记陪同同学们参观南京大学校园 同学们在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前

同学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单东明摄

曹 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