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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君
【颁奖词】你是兄弟，

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
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
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
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
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
是你的杰作。
【事迹】李万君，中车

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
2016 年被中组部授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为了在外国对我
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
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
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
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
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
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
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
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
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
100余项。如今，中车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转向架年产量超过
9000个，比庞巴迪、西门
子和阿尔斯通等世界三
大轨道车辆制造巨头的
总和还多。

梁益建
【颁奖词】自谦小医

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
四处奔走募集善良，打开
那些被折叠的人生;你用
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
柱，一根是妙手，一根是
仁心。
【事迹】梁益建，医学

博士，四川省成都市三医
院骨科主任。梁益建多年
前学成回国，参与“驼背”
手术 3000多例，亲自主
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
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成为
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
脊柱畸形矫正专家。近可
能的为患者着想，是梁益
建的工作守则。到医院求
治的病人，很多经济条件
都不好。为了让患者尽快
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
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
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
化缘。碰到有钱的朋友，
他会直接开口寻求帮助，
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2009年，梁医生在凉山
州木里县遇到一个年轻
患者刘正富，当时即给他
许诺，“你等着，我帮你找
到钱就回来接你。”1年
后，梁益建驱车 7小时，
去木里县接刘正富，并为
他实施了手术。为了给这
些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
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
团队从 2014年开始与公
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
接近 200位，金额近 500
万元。

郭小平
【颁奖词】瘦弱的孩

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
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
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
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
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
翼的强者。
【事迹】2004 年，临

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
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
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
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
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
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
下，2006年 9月 1日，临
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
成立，2011 年学校被列
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临
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
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
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
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
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
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
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
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

江 苏 省 东 台 中 学 主 办 穴 内 部 资 料 雪
荫圆园17年 4月 28日 星期五 第 4期 总 166期

阅韵晕郧在匀韵晕郧 允陨粤韵再哉

本报讯 4月 10日，江苏省 2017年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小高考”）成绩
揭晓，我校高二年级 219 人获得“4A”，
“4A”率达 23. 22%。“4A”数列全省排头，绝
对数和占比率在盐城市名列第一，遥遥领
先于其他学校，领跑优势进一步扩大。这
是 2015年暑期我校全面迁入城东校区办
学后，取得的又一办学成果。

今年“小高考”各学科试卷难度有所
加大，存在过关容易冲“A”难的特点。从公
布的成绩看，全省各校“4A”数和“4A”率普
遍下行，但我校不减反增，涨势喜人。不仅

如此，另有 260 人获得“3A”，绝对数和占
比率在盐城市也是“一枝独秀”。数据显
示，我校高二年级共有 829人得 A，他们在
2018年高考中能够加分，总计可加 2419
分。所有参考学生全部过关，一次性通过
率为 100%。
我校今年“小高考”呈现全省“列排

头”盐城“居第一”“优势强”三大亮点，成
绩斐然。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它是
高二年级班主任、任课老师、管理团队的
辛勤付出，全校各年级、各层面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的结果。 (校长办公室)

我校“小高考”“4A”219 人
呈现全省“列排头”盐城“居第一”“优势强”三大亮点

“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4月 20
日，适逢谷雨时节。我校有如踩着“恰恰”
的精准节奏，举办了一场令人振奋的奖
学金颁奖暨小高考表彰典礼。颁奖、表
彰、精彩的发言好似股股“樵风”，掀动一
池春水，充盈了学海风帆。奖学金“拨出”
融融春意，更兑出铿锵的励志情怀。现场
十分火爆。
典礼由副校长谢谦云主持。在炽热

的气氛中，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作精彩
致辞。

他感谢东强集团王子纯董事长对东
中教育的关心，感谢教育局王劲松局长

对东中学子倾注的心血，感谢高二的全
体学生家长对子女培养无怨无悔的付
出。他说，获奖的 152名同学，能在 900
多名同学中脱颖而出，“另起一行”争得
领先，这一种融进血液里的霸气，不仅令
自己更加自信、更有动力，而且为全体同
学做出了典范。更值得自豪的是，全体高
二人在今年的小高考中打了一个漂亮
的、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大胜仗。我们
看到，三年的小高考业绩持续攀升，如今
的东中已跻身全省前列。我们还看到，获
奖的不少同学与去年交集不多，这意味
着什么？只要努力得法，任何人都可以达

到连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度！这些都足
以说明，只要“用心、用力、用神”，一切皆
有可能。你们的拼搏，输出了满满的正能
量，正所谓“流汗、流血、不流泪，只为人
生不后悔！”
邹施凯深情地说，任何时候，我们都

要有强烈的信心意识。对自己、对母校充
满信心，这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我不是富二代，但我可以是创
一代！试一试我们有底气，拼一拼我们一
定能赢；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强烈的危
机意识。当我们还沉浸于成功时，不要忽
视别人已开始卧薪尝胆，（下转第二版）

东强奖学金，兑出铿锵励志情
“世纪东中，百年树人。三年来，我们不断

成长———文化石上，我们镌刻‘修养、自觉、自
由、善良、担当’；煮海鼎旁，我们以‘勤’煮海、
以‘进’量山；仰星塔下，我们凝望星空、确立
理想、向往成功；揽月湖畔，我们宁静自守、襟
怀青春梦圆！”

4月 2日下午，我校在距 2017年高考，还
有 66天的特殊时刻，隆重举行“奋战 66 天，
突破 99度，向成人盛典献礼”仪式。校长、党
委书记邹施凯诗意般的话语，令全体高三师
生心潮澎湃！

他说，十二年功名尘与土，九千里路云和
月！奋战 66天，突破 99度，是我们的期盼！命
运之神从来不会垂青消极的等待，只有品尝
“勤能煮海”的千般痛苦，才能体味“进可登
天”的一梦成真！

仪式上，邹施凯向全体高三师生发出呐喊：
一、奋战 66天，拼博六十六日夜，我们无

怨无悔！
他说，高考即将来临，一切皆有可能！
该从容的脚步，请不要慌乱！这是我们改

变人生的 66天，是压力与竞争联袂轰动的 66
天，是抉择与奋斗的 66天，是青春与智慧联
手抗争的 66天！

该奋斗的年华，请不要享乐！负担，挑得
起就是礼物，挑不起就是包袱；压力，撑得住
就是成长，撑不住就是苦难。我们要努力警醒
自己：我不敢偷懒，因为比我优秀的人还在努
力！若没有一段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高三奋
斗史，那还叫什么青春呢？

该自信的心灵，请不要迷惘！只要肯努
力，曾经的骄傲，完全可以继续变成明天的辉
煌！一时的失误，也绝对阻挡不了今后前进的
步伐。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们就能离成功
靠近一大步！哪怕你就是从今天开始努力，你也来得及。一
只狂奔的蜗牛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精彩的蜗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学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甩

开膀子拼命干!珍惜这桃红柳绿的大好春光，珍惜这看似不
多，但其实很充实的分分秒秒，你一定能在火热的六月，创
造不一样的奇迹！

二、突破 99度，飞越九千九云路，我们志在必得！
他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行百里者九十里才下来

一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同学们，高中生活已经接近尾
声，但越到最后，越是关键，越是艰难。就像一锅要烧开的水
一样，前面花再多的时间与精力，不突破 99度，水就不得沸
腾，迎战高考必当如此！

根据二八定律，后面 20%的时间，对事业的成功有
80%的决定作用！东中的勇士们，我们不能为山九仞，功亏
一匮！请走出复习的瓶颈期、高原区，突破 99度，让青春沸
腾！点燃激情、赢在高考的关键词是自信、态度和方法。为此
必须烧好这三把火：

第一把火，用足够的信心给青春升温
会当凌绝顶，方显王者霸气；一览众山小，可谓舍我其

谁！当前，高三学子在盐城、南通的模考中一次比一次好，二
模本一数由 706人上升到 730人。做最好的自己，朝最好的
方向，作最大的努力！扬在脸上的自信，就是千磨万击的坚
定！66天，可以创造奇迹、铸造辉煌；稍有不慎，也会留下遗
憾，悔恨终生！心中有梦想，就勇敢地追逐，别让它成为心头
的伤！勤能煮海、海有几斗？进可登天、天能多高！这是东中
人融进血液里的霸气，是锁定目标的坚强，是百折不回的坚
韧。仰头大笑迎高考，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无比自信！
第二把火，用励志的态度让青春高燃
怎么样的人才是最美东中高三人？在我眼里，皮囊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皮囊下面的那颗心！男生再帅，扛不起责任
与痛苦，照样是庸人；女生再美，自己不奋斗不努力，照样是
俗者！每当晚自习在窗外看你们埋头题海，我不无惊叹：你
们乃最美东中人！

拿破仑曾说过，最困难痛苦之日，就是离成功不远之
时！同学们，任何一种人前风光万种生活的背后，定是人后
无数的灯下苦熬！再多的艰苦，请用我们年轻的肩膀扛起；
再多的眼泪，请留待高考后享受成功喜悦时，去尽情挥洒
吧！只要把今天的辛苦，当成自己成人成才过程中必经的磨
练和历练，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背水一战，挑战极
限，这就是我们的姿态！

第三把火，用正确的方法让青春沸腾
决胜高考，不无“技巧”。上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次作

业，向基础要分数；消除薄弱学科，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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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1日下午，我校特邀
全国知名作文指导专家、《全国优秀作文
选》主编、江苏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教育
出版社编审主编、江苏省教育学会校园
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姚卫伟，为全体师生上演了一场精
彩的高考作文指导讲座。可谓实力爆棚，
“圈粉”无数。

姚教授通过生动具体的写作实
例，向师生们介绍了高考作文立意、构
思、选材、描写、抒情等技巧，并通过示
范评价，为同学们指点迷津。丰富的内

容，睿智的观点，姚教授娓娓而谈，同
学们如饮甘霖。近两个小时的讲座，姚
教授旁征博引，激情四射，智慧逼人，
切中高考作文之肯綮，笑声、掌声经久
不息。

邹施凯校长对讲座的成功举行，十
分满意。他强调这场精彩的高考作文指
导：第一，聚焦精准。姚教授特别强化的
联想、思想、怀想，关注人与社会、人与
人、人与自然，我与自我，以及怎样破题，
怎样选择角度，怎样有层次，十分到位；
第二，拓展丰满。写好高考作文，我们的

人生阅历、阅读、积累，乃重中之重。如果
没有厚实的人文素养与积淀，我们不可
能有联想、思想、怀想。我们对姚教授的
风采、水平叹服不已，羡慕忌妒不恨。要
达到这种境界，就得不断积累，一切都来
得急。第三，启迪深刻。人生即作文，作文
即人生！姚教授不仅指导我们怎样写好
高考作文，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人生价值
的指导，人生哲理的启迪。所谓苦才是人
生，痛才是经历，累才是今天。尤其对于
我们高三的同学而言，这是人生真正的
内涵。 (陈建初)

实力圈粉，高考作文专家姚卫伟给你智慧冲击！

本报讯 4月 5日下午，东台籍著
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美国西北大学终身
Pancoe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第一批“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
“创系”系主任、讲座教授夏志宏应邀来
我校作科普讲座。
夏志宏教授从“三体、天体运动、混

沌”，描述了动力系统和天体力学的规
律。他谈天论道，儒雅精妙，诙谐幽默，令
同学们叹为观止，博得掌声不断。作为

26岁便解决了 1897年提出的庞勒维猜
想（the Painlev 佴 Conjecture）的传奇
人物，夏志宏教授的求学经历也极大激
发了同学们的求知热情。

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十分感谢夏
志宏教授来我校举办科普讲座，十分推
崇夏志宏教授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
他说，这一科普讲座，感性上充满趣味；
理性上充满思考；前景上充满期待。夏
志宏教授在数学、天体、混沌等方面的

研究，都是目前、未来社会发展相当重
要、尤为引人关注的，涉及到世界科学
的发展走向。在座的不少同学将来能立
志报考南方科技大学，做夏志宏教授的
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是我们美好的期
待。

讲座视频向高一、高二年级各班直
播，两个年级实验班、创新实验班的同学
在现场聆听并与夏志宏教授进行了互
动。 (校长办公室)

东台籍数学家夏志宏在我校谈天说道

本报讯 4月 25日下午，苏州市教
科院院长祁建新应邀来我校举办数学讲
座，受到现场同学的热情追捧。

祁建新系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级
中学高级教师、中学数学奥林匹克高
级教练、江苏省 333 跨世纪学术带头
人、全国优秀教师、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获得者。他对数学教研有着高深的造
诣，对数学的见解可谓高屋建瓴、洞隐
烛微。

讲座中，祁建新院长就学习数学的
重要性，数学与推理、数学与创造、数学
与艺术的关系，向同学们谈了自己的见
解，还示范解答了两道平面几何题。他一
再提醒同学们，任何一个数学概念都是
创造性思维的结晶，一定要熟稔、悟透、
加以灵活运用。

邹施凯校长全程听取了讲座。他与
同学分享了两点深切感受。一是我们学
数学，不仅要做好学生，更重要的是做好

研究。高中阶段学习数学，就得像大学的
本科生、研究生一样。一定要多问几个为
什么，学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
题，以创造的观点对待数学；二是我们学
数学，不仅要做好考生，更重要的是做名
家大师。锁定名校深造是基本目标，定位
将来 10年、20年甚至 30年成为数学或
者跨学科领域的“名家大师”是长远目
标。 （陈建初）

亲近大师，聆听高处的声音

本报讯 4月 11日晚，在全校教职
工大会上，校长、党委书记邹施凯指出，
每一个东中人都要不断自我完善，以一
颗志诚的恒常心，奋战即将到来的高考。

对高二年级取得小高考优异成绩，
呈现出全省“列排头”盐城“居第一”“优
势强”的三大亮点，邹施凯十分高兴。他
通报了面上的基本情况，并以绝对数据
和相对指标作了客观评价。他充分肯定
了“学生特别能吃苦、老师特别能奉献、
聚焦特别能精准”的“小高考”精神。同时

冷静的指出，三大亮点伴生三大压力。这
种压力，要求我们再接再厉，持续攀高，
并将此效应最大价值传导到高考。

邹施凯针对当前高三的情况，结合
盐城市二模考试分析，指出，无论是学生
还是老师，高三就必须拼到“让身体有一
种被掏空”的境界，以实绩充盈自我，感
动自我。“只要把实施过程精准到位，把
高考难度把握到位，把信息沟通拓宽到
位，把节奏安排调整到位，把激励服务推
进到位，结果必然会令人满意。”邹施凯

要求全体教师，宁静恪守既有成功经验，
安放好小高考的业绩，把学生的利益、家
长和社会厚望始终惦记在心。从现在开
始，志诚奋勇，全力以赴打好今年高考的
攻坚战。

会上，邹施凯对三月份工作进行了
简明概述，对四月份工作进行了重点部
署。

东中督学、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韩益钧出席会议。 (校长办公室)

筑牢“小考”，志诚奋勇迎“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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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人奋进的鼓点 精彩纷呈的亮点
――激情四月部分校园活动剪影

●王子纯董事长在颁奖典礼上讲话●王劲松局长在颁奖典礼上讲话

●颁奖典礼现场

●邹施凯校长在成人盛典仪式上讲话

●高三（16）班学生陈怡带领全体同学宣誓

●夏志宏教授在作科普讲座

●姚卫伟教授为师生作高考作文指导

●第十届“校园吉尼斯”运动会
↑跑操
←火车赛跑

●
祁
建
新
院
长
在
作
数
学
专
题
讲
座

●同学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烈士就义群雕前留影●同学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心理专家徐治博士接受学生家长的咨询

本版照片由校长办公室、政教处、团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