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在金湖县吕良镇三园村，提到涂大
荣，邻居们都称赞他是一名好丈夫。他
九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半身瘫痪的妻
子，用点点滴滴的行动诠释着家与爱的
真谛。涂大荣家庭获评第三届淮安市
文明家庭。

今年80岁的涂大荣和妻子王祥英
携手走过61个春夏秋冬。在王祥英生
病瘫痪之前，涂大荣担任三园村村干

部，忙于村内的各项事务，妻子勤俭持
家，操持家中各项事务，两人分工明
确。“我之前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活一
点都不会做，她生病之后，为了更好地
照顾她，我一样一样都学会了。”涂大荣
说，他习惯了与妻子相伴，悉心照料妻
子也是他乐意做的事情。自从9年前
王祥英生病后，涂大荣每天像照顾孩子
一样照顾妻子，给她穿衣、洗头、梳头、
做饭，还会经常用轮椅推着妻子到村里
走走。如今，涂大荣将家里家外收拾得
整整齐齐，老两口的日子过得井井有

条。
涂大荣介绍，他至今都记得和妻子

相识相恋的岁月。1961年，孤儿出身
的涂大荣经人介绍认识了王祥英，那时
他们天天都去生产队忙活，虽没有甜蜜
的恋爱经历，但他们很快组建成一个幸
福的家庭。“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从未因
小事红过脸、吵过架，生气的时候，我们
都会冷静一下再和对方交流。”

“两个儿子很有孝心，我们很开
心。”涂大荣说，他们一家人都很有爱。
儿子想要接他们到城里一起生活，被他

们拒绝了。现在孩子们除了天天打电
话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还会时不时地
回来看望他们。涂大荣表示，正因为家
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付出一点一滴的努
力，才有了他们这一家平凡而美好的幸
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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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应小平

本报讯 近日，淮安市周恩来
红军中学获评“2020—2021 年度
江苏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近年来，该校不断完善教科研
制度，确定各教研组每周“半日教
研”时间，编纂《教研手册》，修订教
科研奖励制度等，从人员、实施、评
价等层面形成管理的制度化、体系
化。据悉，近两年，该校教科研成
果丰硕，教师在期刊发表论文达92
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6篇，数量
和质量都有很大突破。目前，该校
在研课题8项，其中省“十四五”规

划1项、市级立项在研课题2项、区
级备案课题5项。

该校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
为学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
抓，高标准开展务实高效的校本教
研、师徒结对活动，以及各级各类
教学能力竞赛活动。学校青年教
师成长迅速，优秀教师群体不断壮
大。

获得“江苏省教科研工作先进
集体”这一荣誉称号既是对该校教
科研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一种鞭
策。该校将视荣誉为责任，立足现
有教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教育教
学，促进师生和谐发展。

■通讯员 朱 岩 徐 慧
陈从卫 周 杰

本报讯 6月18日，周恩来红
军小学举行省市级课题集中开题
论证（结题鉴定）会，市研究室小幼
科科长、数学教研员方学法，市研
究室英语教研员丁海英、德法教研
员康泉，淮安区教研室主任杨宝
发、副主任刘海林、王国云等专家，
以及课题组核心成员60余名教师
参加活动。

开题论证的8位课题主持人从
选题的缘由、课题提出的背景及核
心概念的界定、研究目标与内容、
研究方法与思路、预期成果与成效

等方面陈述课题开题报告，并对前
期研究的情况、问题与思考进行阶
段工作汇报。结题鉴定的3位课题
主持人分别从理论构架、研究过
程、实施策略等方面向专家汇报课
题研究情况和成果。

经专家评审组研究决定，陶效
莉、徐慧和张晓玉主持的课题顺利
通过结题鉴定，潘东升、杨杰、高
慧、张飞兰、刘彬、姜云、成小丽、孙
艳主持的课题顺利通过开题论
证。淮安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周恩
来红军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管晓
蓉用“感谢、感恩、感动”对本次论
证会进行总结。

■通讯员 房春东

本报讯 6月20日，淮安中学
为潘建华、王秀云、徐凤鸣三位老
师举行欢送会，祝福他们光荣退
休。

淮安中学工会主席胡鹤毅介
绍了三位教师的工作经历和教育
教学业绩，称赞他们为淮安中学的

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丁姝
等老师为三位退休老师献上鲜
花。三位老师表示，退休后也会珍
惜幸福生活，发挥余热。

淮安中学校长于敏感谢三位
老师为学校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希望三位老师退休后继续关心和
支持学校发展，祝福三位老师青春
永驻、合家幸福。

教育资讯

周恩来红军小学举行
省市级课题集中开题论证（结题鉴定）会

淮安中学举行退休教师欢送会

■通讯员 李 蕾 李奕瑾

本报讯 为落实“放得下、接得住、
管得好、有监督”的执法事项赋权原则，
真正让镇街“看得见的管得着，管得着
的看得见”，近日，清江浦区委编办积极
配合区司法局，联合开展基层综合执法
赋权事项专项评估。

坚持主动谋划，凝聚思想共识。清
江浦区委编办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省、
市文件精神和评估要求，充分认识评估
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
责任，主动支持和配合赋权评估工作。
根据职责分工，与区司法局等区级部门
各负其责，坚持问题导向、改革导向，合
理推动赋权评估。

坚持全面摸排，掌握改革进程。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摸清基层执法
机构实际运转、力量配备，基层综合执
法队伍标准化建设情况和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开展情况，结合赋权前后对比、
镇街实际承接能力与赋权部门评估意
见等，真实反馈基层综合执法现状，为
客观评价基层综合执法效能提供基础
数据。

坚持深入挖掘，把握不足现状。协

同区司法局全面分析研究区级44项赋
权事项是否“放到位”，基层是否“接得
住”，是否存在明放暗不放、下放不到
位、培训不到位等情况。结合区级赋权
实际、基层和相关部门自评情况，进一
步审查研究，充分协调提出对策建议，
为下一步解决镇街执法难题，构建简约
高效的基层执法体系打好坚实基础。

周恩来红军中学
获评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九年如一日照顾患病妻子
——记第三届淮安市文明家庭涂大荣家庭

昨日，清江浦区长东街道三门
社区党委书记许峰，来到曾在街道
社区工作三十多年的社区老主任
刘兰芳家中，为其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连日来，我市各街道社区举行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
式，让广大党员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温暖，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与
担当。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 讯 员 刘玢玢

颁发纪念章

清江浦区委编办助力执法赋权事项专项评估

■通讯员 周耀华 崔国健

本报讯 扬帆起航正当时，奋进突
破向未来。6月19日，清江中学举行
2023届高三教师团队成立大会。校党
委书记、校长陈欣，副校长王应标，党委
副书记周建洋，副校长王耀松、乔中云，
纪委书记徐锋，副校长蔡正鹏，高三年
级领导小组、学科指导组成员和全体新
高三教师参加会议。

陈欣向2023届高三年级主任黄保
球授旗。陈欣从六个方面对2023届高
三工作提出要求：提高站位，明确目标；
系统谋划，增强信心；把握趋势，深入研
谋；管好时间，提高效率；激发内驱，全

力拼搏；团结协作，增强合力。陈欣希
望大家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的培养，明确角色定位，志存高远，同心
协力，努力实现学校“一年更比一年好”
的发展目标，为学校高品质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王应标宣读 2023 届高三领导小
组、学科指导组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
乔中云宣读2023届高三教师课职务安
排。

2023届高三年级主任黄保球在表
态发言中表示，将继续发扬“团结拼搏、
争创一流”的清中精神，进一步强化级
部管理，抓细抓实高三常规工作，团结
一切力量服务高考，为实现新辉煌而勇
毅前行。

班主任代表曹久虎老师、备课组长
代表崔玉老师、青年教师代表姚洋老师
在发言中表示将勇于担当，不负学校嘱
托，不负学生和家长所望，努力交出一
份圆满的答卷。

“肩负使命，勇挑重担。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副校长王耀松带领全体
高三年级教师宣誓。

不负韶华，未来可期。本次会议为
2023届高三年级教育教学工作指明了
方向，明确了新一届高三年级的奋斗目
标。全体高三教师将全力以赴，共同奋
斗，坚定信心不动摇，坚定目标不放松，
为学校高品质建设高质量发展再作新
贡献。

凝聚新力量 奔向新征程 迎接新挑战 再创新辉煌
省清中举行2023届高三教师团队成立大会

好书伴成长，书香溢满园。知中
外、知古今、知尔后，才能知理；读自然、
读社会、读人生，方为读书。连日来，省
清江中学广泛开展“阅读之星”评选和
好书分享活动。

阅读之星：吴晴萍
班级：高二（14）班
格言：时光的繁华里没有敷衍的痕

迹，逝去的纯粹中没有清醒的堕落。
好书推荐：《我是猫》
该书以一位穷英语教员家的猫为

主人公，运用拟人化的“猫视角”观察二
十世纪初日本资本家及知识分子的心
理特征，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唯利是图的
资本主义家和沉迷空想的知识分子两
种形象，尖锐地揭示出明治“文明开化”
时期日本社会的种种弊端。

作者夏目漱石将自己复杂的心理、
思考一分为二：一个化作猫，观察、评论
着人世；一个则化为苦沙弥，展现内心
的彷徨、向现实妥协的无奈。

小说中的“我”作为一只猫，不仅有

动物的习性，而且还有人的思考能力，
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现实的批判
者。从人们的谈话中，它发现人类天性
中的任性与自私，他们会毫不顾忌他人
的感受与利益，以自我为中心，追寻利
益，沦为“高雅”的附庸。

看似洞察世事的“猫”，也并非是公
正、理想的“完美”存在。它从一开始的
有思考、有见地，到后来“喝醉”掉入水
缸，放弃挣扎，一如故事中向现实妥协
的人们，它的好奇和思想最终沉寂。人
与猫交错的故事，映射出作家的思考，
他虽能理性地批判社会现象，但又不可
避免地在社会影响下沉沉浮浮，陷入纠
缠的苦闷。

阅读之星：武涵
班级：高二（17）班
格言：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

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曾国藩）
好书推荐：《沉默的大多数》
在这本书中，作者针对社会现象和

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王小波的文字

并无太多修饰，他力求以朴实易懂的文
字深入浅出地阐述观点。在他的文章
中你能感受到时代的痕迹。他写到自
己的亲身经历，如农村插队、搞生产、做
社会研究。他谈过文化热，写过女权
等。他的思想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具有年代感，相反他的思想具有前沿
性，在当代具有极高的价值。

初读此书，你有可能觉得难以理
解，但当你跳出“时代”的束缚再读这本
书，你会感受到王小波浅显文字中的无
穷魅力，体悟他对社会的深度思考。在
我看来，这几乎是一本人生必读之书。
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都需要这样
一本书，帮你摒弃浮躁之气，感受冷静
的冰山，让思维“冷”下来。

阅读之星：齐张园
班级：高二（4）班
格言：如果把生活比喻为创作的意

境，那么阅读就像阳光。
好书推荐：《平凡的世界》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记录的方式

和内容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它告
诉我们：人，无论身份如何、身居所处，
无论过着怎样平凡的生活，只要有一颗
炽热的心，只要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
是平等的。只有在平凡中展现不平庸
的生活姿态，才能做生活的主人。

书中有很多平凡的人，却做出不平
凡的事：忠厚老实的孙玉厚、重情重义
的金波兄妹、热心痴情的田润生、善良
可爱的兰花、一心爱着少安的贺秀莲，
还有投机取巧的王满银等。这些平凡
的人让整个故事变得不平凡。作者对
每个人的刻画都深刻、鲜明。从中你能
看到自己与身边人的影子……

正如路遥所说，“习惯了被王者震
撼，为英雄掩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
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或许，平
凡才是人生唯一的真相。

我们要拒绝平庸，努力成为平凡而
不平庸的人，以平凡的心态和不平庸的
追求，面对人生。

省清江中学
“阅读之星”展示暨好书推荐（二）

南京农业大学专家老师走进清中

■通讯员 王 进 周耀华

本报讯 6月17日，南京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沈
振国，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崔瑾教
授、党委副书记李阿特教授等一行6
人莅临省清江中学参加2022年校园
科技节活动，为师生带来精彩的科普
讲座。清江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欣，

副校长乔中云等热忱接待来校团队。
南京农业大学专家老师一行参

观了清江中学校史馆和国防教育课
程基地，对清江中学近年来高品质建
设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
评价。

沈振国为清中师生带来题为《生
物技术与现代农业》的科普讲座。沈
振国为同学们介绍当前我国的粮食
现状，农业与农业大学、农业生产与
国民需求、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生
物技术与现代农业等方面的科学知
识。

南京农业大学生科院周闻和王
哲老师，带领生物社团的同学在校园
举行了一场有意义的植物调研活动，
周闻从植物的形态特征、环境适应、
进化规律等方面进行细致讲解，提升
了同学们的科学人文素养。

大学实验进校园 科技教育润桃李
中国药科大学领导专家助力清中科技节

■通讯员 王 进 周耀华

本报讯 6月17日，清江中学科
技节活动进入高潮。中国药科大学
副校长姚文兵、招生就业处处长刘燕
莉、理学院党委书记章映欢、校专家
宣讲组教授成员陈曙及淮安招生组
组长韩永虎一行莅临省清中，为学校
师生带来精彩的科普讲座和科学实
验，为学校 2022 年科技节活动助
力。省清中校长陈欣、副校长乔中云
热情接待中国药大领导专家一行。

中国药科大学团队围绕药学大
健康内容为清中学生定制了有趣易
懂、方便展示与操作的实验课程，向

学生传达了化学、药学等相关学科在
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理学博
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文兵为
清中学生作题为《生物技术和医药讲
述》的科普讲座，讲座内容深入浅出、
趣味横生，师生互动妙语迭出，现场
掌声不断。

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教授王越
及其团队，精心指导高一化学实验班
同学开展科学实验——《薄层色谱法
鉴别中药补骨脂的真伪》。实验中，
王越从补骨脂的特点入手，通过中药
材辨认游戏，引导同学们了解药材鉴
别的目的、方法和必要性，深入浅出
地将药学与生活、药学基础实验与高
中化学实验巧妙结合。

在学校“智慧教室”，中国药科大
学理学院青年教师胡竟志博士及其
团队为高一同学讲授《3D打印药物胶
囊》实验课，从定制化药物角度引导
学生思考药物应用不良反应及患者
依从性等药学知识，使学生迅速融入
实验课堂氛围，师生积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