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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３年，如皋教育以办好广大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宗旨，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

作为工作重点，围绕“五区同创”（创建江苏省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示范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高中

教育优质特色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终

身教育体系示范区）、“五大转型”（德育转型、教学转型、特

色转型、队伍转型、信息化转型）、“五项工程”（党建创新工

程、依法治校工程、民主管理工程、教育督导工程、师生幸

福工程），全面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和谐发展。如皋成为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江苏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区，市教育局被评为全国“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教

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南通市“六五”普法中期法制宣传教

育先进集体、社会管理创新（综合治理和长安建设）先进集

体、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先进集体、长安单位。

教学质量　年内，全市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全国一

等奖８５个、二等奖６３个，省一等奖１０７个。中考均分高出南

通大市平均分１６分。高二学业水平测试ＡＡＡＡ人数３１５

人，一次性通过率９９．８１％，在全省领先。普通高考在考生

总量减少１００８人情况下，本科上线总量增加１３８人，本一上

线２０７６人，本二以上上线５３５４人，上线率５７．９６％，同比提

高４．８６％。职教对口高考本科上线９４７人，占全省本科计划

１／６强，连续９年列全省第一。如皋市连续第２５年被评为省

招收空军飞行学员工作先进单位。

德育工作　年内，市教育局全面推进“生活德育”，加

强德育研究基地学校、德育项目网络学校建设。加强乡村

（城市）学校少年宫建设，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提高学

生社会责任意识；推进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优化

考试评价方式；开展素质教育拓展，面向小学六年级、初中

二年级学生组织开展素质教育实践活动。４月，如皋中专

应邀参加全国高校校园文化特色建设研讨会，作为唯一受

邀参加交流的中等职业学校，在会上作《建设“正文化”传

播正能量》专题发言。１０月，出台《如皋市中小学校学生

发展指导工作实施意见》，加强学生理想、心理、学业等方

面指导。１１月，如皋第一中专青年志愿者协会被评为江

苏省职业学校优秀学生社团。

素质教育　年内，市教育局继续把特色学校建设作为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开发区黄蒲小学校园剧《主

人登场》、如皋初中微电影《跑》被中央电教馆评为中国中

小学校园影视奖银奖。４月，全市３５所学校被评为江苏

省健康促进学校，其中实验初中、安定小学获金奖。５月，

少体校学生获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团体总分第三名。７

月，《光明日报》等１０多家国内主流媒体聚焦磨头镇刘岱

小学全民阅读活动。磨头小学女子花样毽球队包揽全国

少儿毽球大赛前六名。８月，市二中、磨头小学被评为江

苏省体育工作先进学校。１０月，如城实验小学科技小品

《小蝌蚪成长记》亮相央视少儿频道。１１月，白蒲小学青

蒲跳绳队获２０１４年世界跳绳锦标赛参赛资格。九华小学

“长寿饮食文化课程基地”被批准为省小学特色文化建设

项目。１２月，实验初中成为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白蒲中

学、石庄小学、磨头小学、实验初中被评为全国亿万学生阳

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优秀学校。

课程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持续深化课程改革，依托

“活动教学研究中心”等平台，紧扣质量提升这一核心，加

强“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研究，强化课堂教学比武、同课

异构、教学诊断。强化校本课程研发，白蒲中学、石庄中学

等形成一批优秀校本课程。１月，“课程改革再出发”等省

级教研活动在如皋举行。３月，市教育局被评为省教研先

进集体。９月，市“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研究成果获省教

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特等奖。

教育教学研究　年内，市教育局不断改革和创新微型

课题研究管理、组织以及评价方法，以调查、课堂观察、实

验、研究展示等活动为载体，提高微型课题研究实用性和

实效性。全面完成“十一五”省、南通市规划课题结题工

作。“十二五”第二批省级课题申报立项１２个，总数位居

南通大市前列。在南通地区首推《省、市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课题管理办法（试行）》和“教育科学课题管理网”，

实时动态监管各级各类课题研究工作。加强过程管理，做

到“精心选题、精细设计、精当操作、精彩呈现、精致管理”。

队伍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实施教师培训十大工程，

组织初中教师专业知识统一考试，提升教师专业化素质。

选派１７人赴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

等国家培训，３０８名小学数学教师参加“名师送培到县”培

训。２５４名小学英语教师参加省远程教育培训，均取得培

训合格证书，培训效果居南通市之首。加强雉水名师工作

室建设，打造优秀教育人才队伍。评选如皋市学科带头人

８０名、骨干教师１４９名、教坛新秀１００名，１人成为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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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首批正高级讲师，４人被增选为省“３３３”高

层次人才培养对象，１人被评为南通市名校长，３人被评为

南通市优秀校长。组织教师参加教学比武，获全国一等奖

６个、省和南通市一等奖３５个，总数均列南通之首。２月，

提请市委办出台《关于完善如皋市优秀教育人才奖励基金

实施办法的意见》，加强优秀教育人才考核，发挥好优秀教

育人才作用。６月，提请市委办、市政府办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校长队伍建设的意见》，探索星级校长管理，加快校

长专业化成长。

行风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坚持师德为先，强化行风

监督，开展“亮师表、正教风、提形象”师德建设主题活动，

实施万人师德考评。健全勤廉从业制度体系，汇编《教育

系统勤廉从业读本》，严查教师有偿家教、兼职取酬行为。

９月，出台《如皋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评选办法》，评选

首届德业双馨“十佳”教师１０人。２名教师被南通市政府

授予南通市第十届园丁奖，１３名教师被评为南通市师德

标兵，３名教师群体被评为南通市优秀教师群体，获奖数

量均居南通之首。

困难学生资助　全年政策性资助学生５７４３４人次，资

助金额５０１６．１５万元。其中，学前教育政府资助５７２２人

次、计２８６．１７万元，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１４９３８人次、计８０８．９５万元，高中国家助学金４０９９

人次、计３０７．４２万元，中职国家助学金１８１２人次、计

１３５．９０万元，中职免学费３０５０５人次、计３２７０．２５万元，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３５８人、计２０７．４６万元。配合市教

育工会与市慈善会，争取危重病教师资助资金３０万元。

配合市长热线，为薛窑中学高二学生、孤儿明碧云危房实

施改造。社会爱心人士南通金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徐宏

军成立如皋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金硕壹基金”，资助１０名

困难学生每人每年２０００元，直至完成学业。如皋市被评

为省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价优秀单位。

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全市教育基建工程建设规划单

体５１个，建筑总面积２６万平方米。全年开工单体４８个，

开工率９４．１２％，其中，异地新建学校６个，异地新建幼儿

园１１个。全市完成校舍安全工程建筑面积８１．８２万平方

米，其中，加固校舍１０．３８万平方米，重建校舍７１．４４万平

方米，仅建筑成本投入资金近１５亿元，完成国家校安办校

舍安全工程三年规划任务总量（如皋部分）１５５．０８％，完成

量和完成率均居南通县（市）第一。如皋市被评为省推进

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先进集体。全年争取省校安工

程奖补经费２００多万元，南通校安工程奖励经费２５万元。

全市２０处中小学运动场地被列为省补塑胶化工程建设项

目，在规定时点完成工程建设。全年规模工程报建率、招

投标率、竣工工程合格率均为１００％。

教育装备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加快国家数字教育资

源规模化应用试点单位建设，开展基础教育数字化学习试

点，探索教育“云技术”应用，推进“资源班班通”和“空间人

人通”。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制作高中课程暑期电视课

堂１００集，逐步实施“微课堂”教学。组织现代教育技术培

训，骨干教师培训率１００％。参加省市教育信息化及实验

等教学比赛，１０４人次获奖（列南通之首）。参加省第六届

中小学网络读书活动，获奖人数列南通第一、全省第三。

开发区实验小学等７所学校成为南通市基础教育数字化

学习试点学校。市教育局被评为省教育装备先进集体。

教育督导　年内，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健全督导机制，

规范督导程序，突出整改、回访环节，推动督导工作制度

化、常态化。树立“以学校自主发展为本”督导理念，组织

专项督导、随机督导和综合督导江安中学等中小学２４所，

进一步增强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

强化教育质量监测，组织小学三年级数学、初中二年级物

理及学习素养质量监测工作，引领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扎

实开展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加

大对各镇、各学校创建工作督查力度，完善硬件建设和台

账资料。１１月，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

查，得分９７分，列南通市第一。

教育内审　年内，市教育局完成审计项目９个，配合市

审计局对江中、薛中、二中校长实施经济责任审计。镇区区

划调整时配合各中心初中完成财务、资产交接，加强内部

财务管理，确定学校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真实性。全年

审计金额１９１２３３万元，查出违规违纪４１．１８万元、财务处理

不当１８１０．９６万元、损失浪费金额５４．８６万元，促进增收节

支３９．２３万元，并对上述单位财务状况作出审计报告。对部

分单位实施后续审计，组织全市教育财务互审。

法治综治　年内，市教育局加强公民法治驿站（师生

维权岗）建设，形成便捷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港城实验

学校、城北初中、如城实验小学、常青小学成为南通市依法

治校示范校。强化食堂成本核算，将义务教育学校学生食

堂水、电、气费全部纳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保证学校食堂

饭菜质量。全市现有南通市学校Ａ级示范食堂１２所（总

数列南通之首）。建立招生考试工作质量管理体系，打造

阳光招考工程，获南通市考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提请市

政府出台《市政府关于校车安全工程的实施意见》，落实校

车安全管理责任，全市现有专用校车４０辆，安定小学、石

庄镇、长江镇等实现校车接送学生。创建省平安校园１４

所、南通市长安学校创建先进校１８所，林梓小学获全国平

安校园优秀成果一等奖。

民主管理　年内，市教育局严格执行中小学校校长负

责制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动学校工作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办事公开和信息

公开。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建设，规范学校财务管理、

资产管理、基建管理，充分发挥学校监委会和行风监督员

作用，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监督网络。加强家校合作，发

挥学校和班级两级家长委员会积极作用。如皋中学、实验

初中、白蒲中学、如师附小、磨头小学和市教育局被评为南

通市文明单位，如皋中学、实验初中被评为省文明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切实推进城乡学校定

点结对帮扶支教工作，组织城区６所学校与农村１２所学

校开展对口定点支教帮扶工作，交流城乡教师１０２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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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捆绑式考核。严格按照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政策、程

序，完成初中１９人、小学３１６人、幼儿园３８人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

行风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组织如皋教育核心价值观

讨论，开展“寻找身边的感动”“道德讲堂”等活动，增强教

师价值认同感。加强教职工文化品牌建设、组室文化建

设，开展“情系教工，服务教工”活动，切实改善教师学习、

工作和生活条件。组织“中国梦，我的梦”教职工演讲比

赛，开展乒乓球团体赛等文体活动，丰富师生校园生活，增

强学校凝聚力和归宿感。３名教师获南通市“五一”创新

能手称号（占南通１／３），３家单位被省教育科技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称号，市教育局关工委被中国关工委评为

“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推进全系统作风效能建设，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系统作风建设的意见》，开展

“做好‘四则运算’，打造‘精致服务’”主题活动。采取随机

督查、明察暗访等方式，重点督查落实“十项规定”、树立师

德师风等情况，处理、通报少数教师从事有偿家教、个别学

校违反“五严规定”［严格禁止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严

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教学活动时间，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

划，严格规范考试和招生管理，严格制止义务教育办学中

的违法行为］等问题。春节前夕，召开系统内领导干部警

示教育大会，下发《春节倡廉信》，发送勤廉短信３２００余人

次。２月，组织召开党风廉政暨作风效能建设会议，出台

《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见》。５月，结合思廉日，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召开作风效能建设推进会，举

办承诺签名等活动。９月，“算好廉政账”教育月，协助市

纪委汇编《教育系统勤廉从业读本》，做好会员卡清退工

作，创新开设微型廉课。１２月，结合国际反腐败日，举办

“亮师表、正教风、提形象”师德师风知识竞赛。

【如皋市成为部省共建首批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单位】

　５月１３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的实施意见》，如皋市成为教育部与江苏省共建的首批教

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单位，赢得教育高位发展的新机遇。

【如皋市成为省首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１１月２７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命名无锡市滨湖区等２０个县

（市、区）为江苏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的通知》，首批

获得命名的县（市、区）中苏南占１５席、苏中苏北占５席，

如皋市榜上有名。

【如皋教育迈上信息高速公路】　年内，市教育局继续推进

教育装备提升工程，强化教育装备建、管、用。开展基础教

育数字化学习试点，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探索教育

“云技术”应用，打造“微课堂”、暑期电视课堂，实现“资源

班班通”和“空间人人通”。丁堰镇幼儿园、如师附小幼儿

园、安定小学、开发区实验小学、如皋初中、外国语学校、市

第一中学７所学校成为南通市基础教育数字化学习试点

学校。市教育局获省教育装备先进集体称号。如皋市成

为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试点单位

（全省唯一、全国仅２个试点县）。

【构建和谐“教育如皋”品牌】　年内，市教育局继续按照

《关于构建和谐“教育如皋”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意

见》要求，创新行动，区域推进，系统构建和谐教育品牌。

成功创建江苏省消防示范学校１所、南通市依法治校示范

校４所、南通市预防毒品教育示范学校２所，１４所学校通

过省平安校园南通市级考核，如皋中学、实验初中被评为

省文明单位，６家单位被评为南通市文明单位。实施校车

安全工程，安定小学、石庄镇、长江镇实现专用校车接送学

生，全市专用校车４０辆。林梓小学获全国平安校园建设

优秀成果一等奖。

（田小飞　房丽娜）

学学学　　　前前前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幼儿园５６所、办园点１６个，在园幼儿

２９０９４名，教职工２３６０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４６４人。现有

省优质园４５所、南通市优质园５所。

创建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５月，如皋市通过

江苏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现场考察评估，成为全省

首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幼儿园创建　年内，市外国语幼儿园、皋南幼儿园、磨

头镇场北幼儿园、石庄镇石北幼儿园、石庄镇张黄幼儿园

５所幼儿园成功创建省优质幼儿园，如城街道西城幼儿

园、长江镇永平幼儿园成功创建南通市优质园。

幼儿园建设　年内，市政府将幼儿园“达标”工程列入

２０１３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如城西城幼儿园、长江镇永平幼儿园、搬经镇常青幼儿园

等１２所幼儿园建成并投入使用。《如皋市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基本完成。

义义义　　　务务务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小学５４所，在校学生６２２２３人，教职工

３７８０人，专任教师３５８４人。现有初中２３所，在校学生

３０５６１人，教职工２８２３人，专任教师２５２９人。

学校建设　年内，市政府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易地新建小学６所，其中如城小学、长江镇永平小

学、九华小学３所小学交付使用。校安工程累计完成

８１．８２万平方米，完成率居南通第一。改善农村中小学体

育运动条件，全市新建塑胶化运动场地２４处。

健康教育与环境教育　实验初中老师邵绍元制作教

学活动光盘《吸烟与健康》和活动方案获教育部表彰二等

奖（南通唯一）。全年创建省健康促进铜奖学校２５所、银

奖５所、金奖１所。申报省级绿色学校２所，搬经中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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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学校通过省、南通市专家组现场考核。创建南通市绿色

学校５所。

语言文字规范化　在２０１３年南通市“共筑中国梦”中

华经典诵写讲系列活动中，２名学生获中学组硬笔比赛一

等奖，３名学生获中学组软笔比赛一等奖。白蒲小学参加

南通市“千师送教”经典诵读进社区到乡镇优秀活动方案

设计大赛，获一等奖。１２月，白蒲小学首批通过南通市语

言文字规范化达标乡镇现场评估，并为南通各县（市、区）

提供观摩现场。

【如皋市高分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国

家级评估】　１１月８日，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检查反馈会在南京召开，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在会上认

定，如皋市以９７分高分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市）国家级督导检查，达到国家评估认定标准。

（冯建卫）

高高高　　　中中中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有普通高中８所（其中四星级高中６所、三

星级高中２所），普通高中共有班级４２６个，在校生１９１６４

人，教职工２２０９人，专任教师１９６５人。

星级创建　搬经中学高分通过省四星级普通高中验

收，石庄中学、薛窑中学分别通过省四星级、三星级普通高

中复验。

通用技术教育　年内，市教育局创新推进普通高中通

用技术教育，如皋市通用技术教育实验学校承接７批学生

集中学习。

特色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建设，

如皋中学通过省课程基地———体验性化学课程基地阶段

性评估，白蒲中学成为省物理学科实验基地，市一中“绿色

东皋”课程基地成为省课程基地建设项目。

考查考试　在高二信息技术考试中，全市７３６３名学

生参考，一次性合格率９９．２９％。在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中，全市７５２８名学生参考，３１６人达

ＡＡＡＡ级。

（冯建卫）

职职职　　　业业业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中等职业学校２所（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生１０４２０人，其中高一

新生３０５０人。２０１３年，全市职教对口高考本科上线９４７人，

本科上线率６４．３％，本科上线人数占全省本科计划１／６强，

连续９年列全省第一。其中，如皋中专本科上线５５９人，本科

上线率７１．７％。４月，如皋中专作为全国唯一受邀中等职业

学校，出席全国高校校园文化特色建设经验交流研讨会并

作专题发言。６月，如皋中专承担建设的３项全国职业教育

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精品课程资源建设项目国家级

课题在北京召开成果发布会，课题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在

同类学校处于领先位次。７月，如皋中专在全省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中唯一获中国职业教育“百强”称号。

学校建设　年内，全市２所职业学校（均为江苏省高

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建设单位）各获中央和省财政专项建

设经费３００万元。如皋中专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如皋第一

中专计算机应用专业被省教育厅确认为省品牌专业，如皋

第一中专制冷与空调维修专业被省教育厅直接认定为省

特色专业，此３个专业获省财政专项经费６０万元。４个

专业创建成为省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其中，如皋中专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获省财政专项经费２００万元，如皋第

一中专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获国家财政专项经费２００万元。

如皋中专新增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五年制高职专业，现有五

年制高职专业４个。如皋第一中专与南通职大、农院、纺

院合作，开设５个省中高职“３＋３”分段培养试点专业。

校企合作　１１月，市委、市政府举办首届职业教育活

动周，组织全市４００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参观职业学校、职

业学校学生参观骨干企业、职教产业集团研讨会、职业学

校优秀毕业生及就业指导专场报告会、职业学校师生技能

大赛５项活动。活动期间，先后有１０家企业为职业学校

捐赠设施设备，６０多家企业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９６家企

业成为校外实训基地。以如皋中专为核心组建电子、汽

车、机电、计算机网络职教产业集团，以如皋第一中专为核

心组建船舶、服装、建筑、旅游职教产业集团。

技能大赛　年内，如皋市组织学生参加江苏省职业学

校技能大赛，夺得奖牌４６块，其中金牌８块，累计奖牌积

分２１２分，奖牌总数、金牌数量、奖牌积分３项指标均列全

省各县（市、区）中职第一名。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获金牌２枚、银牌１枚、铜牌１枚。

省职教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　年内，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

（皋委发〔２０１３〕５７号）。如皋市申报创建全国农村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并接受省教育厅专家组现场评估和考

察。如皋建设省职教创新发展实验区工作模式被省教育厅

以简报形式发至全省各地借鉴。３月１９日，南通市国家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推进会暨如皋中专“国示

范”项目建设阶段成果鉴定会在如皋中专举办，南通市教

育局、如皋市教育局、南通中专、如皋中专、海门中专相关

人员及首批“国示范”建设项目专家４０余人参加会议。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改革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在如皋召

开】　９月２６－２７日，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主

办、如皋中专校承办的县级职教中心改革发展研究课题研

讨会在如皋召开，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等，全国部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职成处及各相关单位

课题负责人等参加研讨会。

（陈　斌）

·１４２·教　　育



成成成　　　人人人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年内，全市成人教育工作推行“一镇一品”“一镇

多品”培训品牌建设，形成如城街道花木园艺教育、东陈镇

武术教育、丁堰镇党员教育、磨头镇露天家长学校、吴窑镇

乡土教材教育、搬经镇法制教育、江安镇老年教育、石庄镇

闲暇教育、下原镇农科教结合、长江镇群众性体育活动、九

华镇长寿饮食文化教育等培训品牌。全市各社区教育中

心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７８６个、培训５１万多人次，从业

人员培训率６０％，其中，现代农民教育培训工程培训１．８

万人次。老年教育实现有牌子、有阵地、有计划、有活动等

十有目标。

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　年内，如皋市建立“如皋市民

学习”网、镇社区教育中心建立独立惠民学习网站，满足居

民多层次、多层面学习需求。

社区教育标准化建设　年内，城北街道通过省级标准

化社区教育中心验收，搬经镇和白蒲镇通过南通市级社区

教育中心验收。磨头、长江等镇１０个村（社区）通过省标

准化居民学校验收。

（宋寿山）

高高高　　　等等等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有全日制高等教育学校２所（如皋高师、如

皋电大）。如皋高师有专业班级８１个，在籍学生２９３３人，

教职员工２１４人。２０１３年，五年制大专招收新生５４５人，

毕业６３７人，毕业生就业率在全省同类学校中保持第一。

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皋高师获省第三批语言文字规范

化示范学校、南通市直属学校（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最佳学校、南通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等称号。南通市广播电

视大学如皋分校（简称如皋电大）开放教育春季招生３０７

人、秋季招生２４９人，春季毕业３２２人、秋季毕业２７３人；

奥鹏远程教育春季招生５２２人、秋季招生４０１人，春季毕

业２７７人、秋季毕业２６５人。被评为全省电大系统招生工

作先进单位。７月，经江苏开放大学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审核批准，在全省第一批建立如皋开放大学。如皋电大获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最佳合作奖；被大连

理工大学表彰为现代远程教育优秀学习中心，获招生组织

工作卓越奖；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授予

２０１３年度招生服务贡献奖。

专业设置　如皋高师开设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小学

英语教育等师范类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财务管理、社会

体育、装潢艺术设计、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应用韩语等非

师范类专业。如皋电大开放教育开设会计学、行政管理、

法学、工商管理、学前教育、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信

息管理、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建筑施工与管理、工程造价

管理、旅游管理、汽车（汽车维修方向）、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数控技术方向、机电方向）１４个专业，奥鹏远程教育开设

专业涵盖专业涵盖文、理、工、经、法、教育和管理类等近

１００个专业。

素质教育　１１月，如皋高师学生参加江苏省第二届

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１１名选手全部获奖，其中获一等

奖５人，涵盖小学语文、小学英语、学前教育等组别。

教育科研　年内，如皋高师教师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

论文近２００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５篇。

省、南通市、校级科研课题结题１７个，２项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１项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职业教育研究课题、１８项

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参加江苏教育学院分院

第二批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申报项目５个，获一等奖３

个、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１个。参加南通市首届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评选，获三等奖２个。教授胡海舟入选南通市第

二届高校教学名师。“五年制专科小学课程设计与评价”

成为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项目。

专转本考试　年内，如皋高师师范专业学生参加省五

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招生统考，总均分实现全省“八

连冠”。参考学生１１０人，文科总均分３５１．１８分，超出全

省文科总均分７１．８８分；理科总均分３４１．７１分，超出全省

理科总均分６４．６１分。考生上线率、录取率均为１００％。

２名学生分获总分、文科全省第一。高职“专转本”考试３１

人参加，上线２８人。

继续教育　年内，如皋高师为学生提供全国英语、全

国计算机、国家职业资格等考证考级服务１．１５万人次，成

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点。开设南京师范大学义务教育自

考专业。招收华东师大远程教育学员１２３人、单课选修学员

４２人。完成省、南通市级教师培训项目５个，培训１３２０人次。

全年社区培训４０００多人次，其中，育婴师项目培训１８０人

次。８月，举办全市公安系统首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

【南通市第二届师范定向生在如皋高师宣誓入职】　７月２

日，南通市第二届免费师范定向生入职宣誓仪式在如皋高

师举行。与会代表观看学业成果汇报、参观美术习作毕

业展。

南通市第二届免费师范定向生２０２人，全部通过毕业鉴

定和入职考核，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其中，文科专业６０人，理

科专业５７人，英语专业８５人。在优长发展项目中，获得省、南

通市级综合表彰３０多人次；在省首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

赛中，获一等奖１０人；参加本科自学考试２００人，其中２０人通

过全部课程考试；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６０人。

【如皋电大通过教育部“核高基”项目验收】　５月，如皋

电大顺利通过教育部 “核高基”项目验收。“核高基”项

目由教育部科技司组织，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牵头，联合西安交大、华中师大、清华大学、ＴＣＬ集

团５家单位，采取 “政、产、学、研、用”结合模式，

建立遍布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１７６８家学习中心、３５万

·２４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４）



注册学生的国家级数字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省共有５

家优秀示范学习中心参与此次验收。

（孙红兵　缪建宏）

老老老　　　年年年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市老年大学（市夕阳红艺术学院）现有办学人员７

名，在聘教师２９名。２０１３年，开设文学、书法、国画、民间文

学、科普、舞蹈、音乐、戏剧、电子琴、古筝、二胡、手工、保

健、瑜伽、英语、摄影、烹饪、武术、家庭养花、旅游地理、公

共课课程２１门，学员１４００人次。与市图书馆挂钩，实现馆校

对接，合作办班，科普班首期开学上课，参学人数８０余人。

校园文化　年内，市老年大学举办解读十八届三中全

会讲座庆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举办毛泽东诗词

解读讲座，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书法与国画班于市

文化馆联合举办“红园雅韵”书画展，展出学员作品１２４

幅。舞蹈班排练“如皋莲湘”节目参加全国老年大学协会

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老年大学文艺汇演，在参演的２４０多个

节目中列第三名，获“月季花奖”。在市委组织部、市委老

干部局组织的全市老干部才艺大赛中，胡永华等１０人排

演舞蹈《阳光乐章》获文艺类二等奖，胡彭年、谢同义摄影

作品获二等奖，龚福履、孙宗宜书画作品获三等奖。书法、

国画两个班举行“书画扬道义，翰墨播文明”联谊笔会，文

学与民间文学班举行“学习十八大，党在我心中”赛诗会，

音乐与戏剧班举行“丽缘之声”音乐会，让学员们充分展示

自我，增强凝聚力。

对外宣传　年内，市老年大学通讯报道组４９份稿件

被《中国老年报》《老年周报》《如皋日报》和如皋市委新闻

网等媒体录用刊载。全年有６位教师主动撰写教学论文，

其中，教师杨树坤撰写论文《轻松愉悦，寓教于乐》在《中国

老年报》上发表。

（何伯芳）

特特特　　　殊殊殊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特殊教育学校１所。校园占地１．９２公

顷，建筑面积６５００多平方米。现有班级１２个，配备专任

教师３５人，在校生１０９人。２０１３年，全市残疾儿童入学

率９８．６％。聋人教师冒朝霖获如皋市“爱心大使”称号，

教师陈云获南通市优秀班会课评比一等奖，朱爱萍被评为

全国“交行杯”优秀特教园丁。５月，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

节目《报答》代表市慈善总会参加南通市慈善调演，获唯一

一等奖。学生节目《七律·长征》获南通市首届特殊教育

经典诵读比赛一等奖。１１月，市特殊教育学校成功承办

南通市特殊教育“强化队伍建设　提升幸福指数”及“特殊

儿童教育诊断与评估”研讨会。

（冯建卫）

重重重点点点学学学校校校选选选介介介
【如皋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

儿园前身为如城镇许庄村幼儿园，创办于１９８５年２月，

２０１０年更名为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２０１２年，市政府

投入３０００万元，于如城镇长宁路重新建设新园。新园占

地１５０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１５００平方米，绿化面积５２１０

平方米，户外活动场地４８００平方米。８轨建制，另设早教

班２个，各班活动室、寝室、盥洗室配套使用，多功能室、科

学发现室、音乐室、体育器材室、保健室、保管室、资料室等

专业用房齐全，厨房、保健室结构完善，规范使用。园内特

别开辟种植园、养殖角，让幼儿亲近大自然，充分满足幼儿

生活、学习、游戏需要。

２０１３年，园内有班级２０个，幼儿６９６名。全园教职

工６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３人。园内现有南通市学科带头

人２名、如皋市教坛新秀２人。

该园处处充满和谐、安宁的自然气息，以 “做自然

自在的教育，办自然自在的幼儿园”为办园宗旨，顺应

儿童天性，让儿童与大自然、大社会亲近，在自然中幸

福成长。

【如城小学】　如城小学由如城街道投资，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开

工兴建，２０１３年暑期正式招生。学校占地面积５．８７公

顷，建筑面积３０６７１平方米，总投资９３００万元，设１０轨，

拥有标准化教室６０间，可容纳学生２４００人。全校现有班

级１８个，学生７３２人，专任教师４２人。

学校设有科技艺术楼、餐厅、图书馆、报告厅、体育馆

和标准化操场；外侧楼群形似一条“中国龙”环抱三栋教学

楼，形成四合院，曲径、花池、假山镶嵌其间，环境怡人。

【如皋初级中学】　如皋初级中学前身为如皋县立初级中

学校，创办于１９２３年。学校占地３余公顷，现有教学班级

６３个，在校生４０００多人。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２２０人，其中，高级教师４７人，研

究生３人（含在读），出国学术交流３人。学校先后培养省

特级教师１人，如皋市级以上名校长、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教坛新秀４６人，拥有两级学科基地核心成员３２人，南

通市名师第一、二梯队培养对象２人，各级学术委员会、专

业委员会委员５０多人。

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学校提出课堂教学“宽

而有度，和而不同”原则，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放的办学思

想，为“教育如皋”品牌树起一面旗帜，引领学校成为“教研

基地”“人才摇篮”。１０多年里，全校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

赛获国家级大奖５００多人次，获省、南通市级奖１０００余人

次。截至年底，学校获得各级表彰近１００项，其中省级以

上奖项２０多项。

（田小飞　房丽娜）

·３４２·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