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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如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　Ｐ３３２

●如皋市成为省首批创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之一　Ｐ３３３

●如皋市第一中学成功晋级为省四星级普通高中　Ｐ３３４

●如皋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创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之一　Ｐ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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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如皋教育以“优质、均衡、特色、

和谐”为主题，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深化课程

改革，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如皋市在成为江苏省首

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基础上，年内

又成为江苏省首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和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

提升工程先行试点地区。２月１９日，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暨示范区建设现场推进会，

全面部署实施《如皋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市教育局关工委被评为

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市教育局

被评为全省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学生

资助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科研先进集体、２０１１年度

招收空军飞行学员工作先进单位、教育装备先进集

体、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南通市法制宣传教

育工作先进集体、文明单位、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

先进集体、高考考务工作考核优秀单位、中考考务

工作考核优秀单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目标考核先

进单位、综合治理和长安建设先进集体。如皋教育

网被评为省优秀教育门户网站。

教学质量　年内，全市学生在各级各类竞赛

中，获国家级一等奖５５个、省级一等奖８９个、南通

市级一等奖１７２个。中考平均分高出南通市（县、

区）１７分。高考本科上线总数达６２５０人，其中普通

高考本一、本二上线率分别达全省平均上线率的

３．１８倍和２．３８倍，高分段人数占全省的１／１４，选修

学科双Ｂ及双Ｂ以上达标率高出全省平均达标率

２０％，奠定了优质高等院校高录取率的坚实基础。

市教育局连续２３年被评为省招飞工作先进单位。

德育工作　年内，强化德育与学科教学的融

合，促进德育的主题化、系列化和生活化。市教育

局关工委被教育部表彰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进集体。７月，组织骨干班主任暑期研修。９月，召

开全市学校德育工作会议和馆校衔接会议。１０

月，组织第四届少先队鼓号队评比，开展高中升旗

仪式评比。１１月，南通市德育工作研修活动在如

皋举办，白蒲中学成为南通市１０所德育研究基地

学校之一。组织参加第三届全国主题班会大赛，获

一等奖７个。１２月，开展综合素质实施方案评选，

白蒲初中获南通市一等奖。在全国中职学校德育

学术年会上，市一职高作交流发言。

素质教育　年内，继续把特色学校建设作为深

入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推动学校特色的常态化

实施、课程化研究、品牌化发展。加强学校特色项

目建设的培训、指导与考核，定期开展特色展示、现

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加快构建课内与课外、学科性

课程与活动性课程并行的课程模式，加速形成“学

校有特色、教师有专长、学生有特长”发展局面。石

庄中学的千人八段锦、实验初中的简化太极拳、如

师附小的大成文化、袁桥镇何庄小学的乒乓文化、

白蒲小学的京剧课堂等，均形成较为系统的校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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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全市建成省级各类特色学校１５所、南通市特

色学校８所。３月，桃园小学成为江苏省少年宇航

技师培训基地。４月，出台《如皋市中小学（幼儿

园）特色学校建设实施意见》（皋教发〔２０１１〕５４

号）。９月，外国语学校成为中英气候课堂项目学

校。１１月，如师附小获江苏省首批规范汉字书写

教育特色学校称号。

体艺工作　年内，市教育局严格执行课程计

划，全面加强体艺学校网络平台、展示平台建设，积

极推进“体育、艺术２＋１项目”（每位学生至少掌握

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活动。建立阶

段性星级评比机制，促进“体育、艺术２＋１项目”实

施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加强“体育、艺术２＋１

项目”课程建设，整合学校和社会体艺资源，深入发

掘、研究开发传统体育、艺术项目，形成一批具有影

响力的区域品牌项目。５月，市少体校参加省运会

获团体总分第三。外国语学校篮球社团在南通市

篮球比赛中获少年组第一名。６月，安定小学《闪

闪的红星》唱响中央电视台七套《军营大舞台》。市

职教中心的音诗画《火龙的赞歌》获江苏省红色经

典朗诵比赛特等奖。９月，成功举办第２７个教师

节庆祝表彰文艺演出和师生书画展演。组织师生

参加南通市独唱、独奏、独舞比赛，获一等奖２６人。

１０月，如师附小情景剧《阳光地带》获全国一等奖。

１１月，南通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暨“体育、艺术

２＋１项目”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开。１２月，袁桥初

中创建成为全国特色体育项目（三门球）示范学校。

课程改革　年内，继续深化“活动单导学”教学

模式研究，充分发挥学科基地、教（科）研协作体、镇

（校）教（科）研合作平台、教（科）研示范学校的引领

辐射作用，广泛开展专题辅导、沙龙研讨、分片展示

等活动，全力打造高效课堂，全面推动“活动单导

学”教学模式向村小、小学低年级段和幼儿园延伸。

推广视频教学交互系统、电子白板交互系统，发挥

现代教育技术对“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的支撑作

用。先后在香港国际教学研讨会、全国初中课堂教

学研讨会、第四届全国高效课堂课博会、全省基础

教育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应邀作“活动单导学”教学

模式专题交流与展示，教学竞赛获全国一等奖１０

个、省一等奖１２个。５月，成立全国首家活动教学

研究中心，建立起“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微型课

题项目中心—校本研修”三级研究实践网络，成立

县域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定期开展教育质量监测，

促进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１１月，成功举办长三

角城市群教育科研论坛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及港澳

地区有效教学高层论坛，香港、台湾地区部分中小

学校长，长三角地区２８个城市教科院（所、中心）负

责人、部分中小学校长及骨干教师４００多名代表参

加活动，如皋课程改革成果获世界著名课程专家小

威廉·多尔等盛赞。

教育教学研究　年内，加强对省、南通市规划

课题研究过程管理，“十一五”省、南通市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结题率达８０％，正在手研究的国家级课

题２项、省市级课题１６项。申报“十二五”江苏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获立项３０个，总数居南通第二

名。申报“十二五”南通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获立

项１４５个，总数居南通第二名。强化学校教育科研

的目标意识、责任意识和绩效意识，加强学校教科

研管理队伍建设，提高教育科研组织管理水平。加

强教育科研培训、指导工作，教科员深入学校调研，

累计听课１５０多节，召开座谈会１２次，组织专题沙

龙研讨１６次，邀请专家学者为课改把脉３０余人

次，撰写与课改相关的论文、报道、案例、综述累计

１０多万字。全年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的论

文、案例等课题研究成果４６３项，２人被评为江苏

省教育科学研究先进个人，７人被评为南通市教育

科学研究先进个人，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等７家单

位被评为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先进集体。开展微

型课题研究，探索新的教育科研管理运行模式。年

内备案的５７２项微型课题通过验收４１２项，先后开

展教学观摩、沙龙研讨、阶段成果评比等富有建设

性和开拓性专题活动５８次，参加教师４８００多人

次。在南通市级以上发表或获奖的微型课题研究

成果１８７项，出版专著１本（《教师微型课题研究指

南》，袁癑著），“微型课题研究的研究”被立项为江

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校级微型课题结题率达

９０％，微型课题研究逐步科学化、制度化和组织化，

有效地拉动区域教育科研工作开展，提升区域教师

专业水平以及教育质量。９月，研究制订“如皋市

优秀学校教科室”评估指标，启动“如皋市优秀学校

教科室”创建工作。１０月，参加南通市２０１１年度

主题班会评比，获一等奖。参加南通市２０１１年度

班主任论文评审，４２篇论文获一等奖，名列南通第

一。１１月，举办小学教科室主任培训班。组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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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第三届全国主题班会大赛，２节录像课、５篇班会

课设计方案获一等奖。

队伍建设　年内，招录新教师１００人（高中教

师２６人、小学幼儿教师７４人），其中引进硕士以上

研究生１２人、优秀本科毕业生５４人（含“２１１”工

程、“９８５”高校毕业生７人），完成２０１１年高层次人

才招聘计划。面向全市在岗不在编幼师公开招考

３０人。全年在职教师进修研究生毕业２１人、本科

毕业３９１人。全年新增高级职称人才１２３人、中学

一级３６６人、小学高级２８３人。顾康清、时鹏寿、周

荣斌３人被评为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实施“双名

（名校长、名教师）工程”，新建“雉水名师工作室”２

个，鞠九兵进入江苏省第四期“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

行列，姜树华被评为如皋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全年新评选市学科带头人８０人、骨干教师２００人、

教坛新秀１５０人。如皋中学等８所学校被评为首

批南通市教师专业发展优质学校，总数在南通居首

位。强化以培训促均衡，落实市级专项经费３００万

元，实施十大培训工程计３６个培训项目，近万名教

师参加统一培训和考试。参加南通市第五届教师

专业成长优秀论文评比，获奖６９５篇，获奖总数在

南通各县（市、区）中遥遥领先。

行风建设　年内，开展师德文化建设年系列活

动，实施“１６８”爱生行动，实施万人师德大考评。党

风廉政教育常抓不懈，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

为全市提供诚信文化进校园暨算好廉政账专题教

育月动员会现场，丁堰初中和常青初中被南通市纪

委命名为首批廉政文化进校园示范点。在全省（苏

锡常通）廉政文化书画作品比赛中，如皋市１１名学

生获奖，市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全面建立基层学

校监督委员会，着力搭建加强学校民主监督的新平

台，针对教育实际，编制《如皋市基层学校内部监督

委员会八项制度及考核办法》和《如皋市基层学校

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台账》，被南通市纪委、监察局

作为样本在南通推广。２月，举办校监委主任业务

培训班。４月，调研校监委工作推进情况。５月，以

“５·１０”思廉日为契机，召开“两大体系”建设现场

会暨校监委工作点评会，促进校监委工作开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期间，评选南通市教育

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３个、优秀共产党员１２人、优

秀党务工作者３人，如皋市先进基层党组织１个、

优秀共产党员１人，如皋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

织３个、优秀共产党员６６人、优秀党务工作者３

人。第２７个教师节期间，组织评选“十佳”乡村教

师１０名、优秀教育工作者２００人、先进教育工作者

２０６人。外国语学校教师杨浩获南通市园丁奖称

号，１２名教师被评为南通市师德标兵，葛永松当选

为感动南通教育“十大”人物。

资助困难学生　全市有在册特困学生１６４６

人。年内，市教育局将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标准

提高为每年每位小学生７５０元、初中生１０００元，全

年发放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２４８万元。做好中

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全年发放中

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８１８７９人次、资金１２２８万

元，对１３７５名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落实免学费政策，下达免学费资金

２７６．５４万元。提高普通高中政府助学金标准，资

助标准由每人平均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５００元，全年资

助５５６９人次、金额４６２万元。做好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工作，全年受理大学生生源地贷款５４２人、

贷款金额３０１．５２万元。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助学行

动，先后组织“江海阳光”、“郎助郎”、“英才追梦”、

“圆梦大学”等资助活动。

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面积１２．６９万平方米，占２０１１年上报南通计划

的１５０％。推进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

范区工程建设，全年新开工项目１９个，新建校舍

３２万平方米，异地新建中小学幼儿园７个，累计投

入资金６．７５亿元。安定小学、开发区实验小学、吴

窑中心小学、郭园车马湖幼儿园、雪岸南凌幼儿园、

石庄中心幼儿园、常青中心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年

内动工，其中部分工程竣工并交付使用。如城实验

小学、如师附小扩建工程竣工并交付使用，城西中

学综合楼、搬经中学综合楼、搬经中学学生宿舍、石

庄中学广场、郭园车马湖小学食堂、郭园小学操场、

东陈初中操场、雪岸南凌小学综合楼、袁桥黄蒲小

学综合楼、江安中心小学综合楼等工程部分竣工并

交付使用。全年规模工程报建率、招投标率、竣工

工程合格率均达１００％。全市教育系统在建工程

无质量、安全事故。

教育装备建设　年内，注重教育装备工作紧密

联系课程改革，为课程改革提供技术支撑。推广

“视频教学交互系统”、电子白板交互系统，发挥现

代教育技术对“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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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１７所学校成功创建南通市教育装备管理优秀

学校。３～１０月，在全省“书香江苏”网络读书活动

及绘画、摄影作品比赛中，组织上传应征文稿６０５７

篇，绘画、摄影作品７８６幅，名列南通市第一、全省

第九。４月，举办“青鸟杯”小学校长教育技术能力

竞赛。６～１０月，在江苏省第四届网络读书活动中

组织上传征文７３１０篇，名列南通市第一、全省第

五。７月，在第１２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

市外国语学校初二（１）班学生顾浩宇设计制作的动

画作品《井底之蛙》获初中组电脑动画一等奖，是南

通市历年在相关项目上所获最高奖项。暑假期间，

举办中小学图书馆业务、龙芯电脑教学操作技能、

小学教师实验操作技能、全市教育装备管理干部、

中小学网络管理员业务、江苏省教育装备管理信息

系统使用等培训，培训总人数达７００多人次。

教育督导　年内，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推进江苏

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建设，配合市

政府召开第三次、第四次义务教育示范区创建现场

推进会，出台对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考核

方案，加大对各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

区创建的督查力度。建立健全教育督导基本制度

和工作程序，推进教育督导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

化。在学校发展上，按年度计划先后对郭园幼儿

园、白蒲小学、实验初中等２１所学校（园）开展发展

性综合督导。根据省教育厅、省政府教育督导团

《江苏省普通高中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督导评价标

准（试行）》等文件要求，完成四星级普通高中素质

教育专项督导的督查整改工作。根据省教育督导

团、教育厅《市、县级职业教育工作督导标准（试

行）》和《江苏省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督导方案》，

专项督导市职教中心、一职高、熔盛中等专业学校

３所职业学校。把现代教育技术装备与课程改革

相结合，对２６所中小学校开展教育技术装备专项

督导。完善《如皋市市直学校及镇中心初中教育工

作综合考核方案》，提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

平。完善被督导学校整改措施上报制度，强化督查

整改和督导回访环节，提高督导实效性。

教育内审　年内，加强教育内审队伍建设，选

聘兼职审计人员，开展财务收支审计。全年完成内

部审计项目１１个，其中，财务收支审计９个、经济

责任审计２个，每个审计项目都延伸审计学校食

堂、工会等部门账目，审计总金额５８３２４．２６万元，

促进增收节支７２８．６３万元。做好基建工程审计，

全年完成自审工程项目１个，送审金额１１１４３万

元，审减金额２７．３６万元；委托审计６个，送审金额

７３６０．５２万元，审减金额５２９．６２万元。做好地方政府

性债务审计工作和普通高中债务审计调查工作。

法治综治　年内，加强法治建设，结合教育系

统“六五”普法规划调研、普法讲师团成员选拔、普

法形象大使推荐等活动，加强教育和引导，提升师

生法制素养，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全面推行依法治

教、依法治校，市一中、如城镇实验小学等２０所学

校成为南通市第三批星级学校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市一职高、江安小学成为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市一

职高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单位，市教育

局被评为省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南通

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南通市社会管理创新工

作先进单位。市教育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全年获

优质服务示范岗称号１２次，始终跻身全市服务窗

口第一方阵。全面提升学校安全建设水平，１２９所

学校通过如皋市平安校园考核验收，创建江苏省平

安校园１０所、南通市最安全学校１１所，综治安全

考核在如皋各部门和南通市教育系统均列第一。

如皋先后代表南通接受省校园平安建设工作督查

调研４次，接受省市电视台专题采访报道９次。

人事制度改革　年内，强化岗位编制管理，坚

持新聘任教师向农村学校倾斜，优先充实农村学校

师资。完善教师、校长流动机制，强化城区教师调

配、城乡教师交流、富余教师分流、支教等一系列举

措。暑假期间，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间交流教师

４８５人，城区交流到边远农村教师２４人，各镇中心

学校与一般学校教师交流及初中教师分流到小学

４５３人。包括校长及城区中层干部在内，全市义务

教育学校交流１０４９人，占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

的近１９％，义务教育学校校级领导交流比例达

４０％以上。

【长三角城市群教育科研论坛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及

港澳地区有效教学高层论坛在如皋举办】　１１月

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长三角城市群教育科研论坛暨

第二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有效教学如皋高层论

坛在如皋市举办。论坛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普通教育研究所、长三角城市群教育科研合作共同

体、上海教育科研杂志社、南通市教育局主办，南通

·１３３·教　　育



市教育科研中心、如皋市教育局承办。世界著名课

程专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教授、国际课程

研究促进协会副主席小威廉·多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Ｅ．

Ｄｏｌｌ，Ｊｒ）；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

卫；杭州师大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课

程研究促进协会主席张华；《上海教育科研》杂志副

主编李丽桦；南通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笑君等出席论

坛。台湾、香港地区部分中小学校长，长三角地区

２８个城市教科院（所、教育科研中心）负责人、县

（市、区）教研室负责人、部分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

４００多位代表参加活动。论坛主题为“校长教学力

与区域课改推进”。如皋“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在

论坛上被展示和交流。

　　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长三角城市群教育科研论坛

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有效教学如皋高层论坛在

如皋举办

【全国首家活动教学研究中心成立】　年内，如皋市

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活动教学研究中心，深化“活动

单导学”教学模式研究，全面推动“活动单导学”教

学模式向村小、小学低年级段和幼儿园延伸。充分

发挥学科基地、教（科）研协作体、镇（校）教研科研

合作平台、教（科）研示范学校的引领辐射作用，广

泛开展专题辅导、评课引领、沙龙研讨，全力打造高

效课堂。组织开展“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分片教

学展示暨全员培训活动，学校领导带头上研究课、

示范课，引领教学改革规范实施和有序推进。如皋

市应邀在全国初中课堂教学研讨会、第四届全国高

效课堂课博会、中国教育“香山论坛”、全省基础教

育工作会议、全省教研室主任会议等大型会议上作

专题交流与展示。在各级各类教学比武中，如皋市

“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获全国一等奖１０个、省一

等奖１２个。

【全面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重点

工程建设】　年内，如皋市坚持将示范区建设与校

安工程建设、学校布局调整、平安校园创建有机结

合，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全面加快示范区重点工程

建设。全年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１３所，开

工工程项目３１个，新增建筑面积１４．６万平方米，

城乡之间、学校之间优质均衡的教育格局加速

形成。

【实现如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均衡配置】　年

内，如皋市进一步完善教育人才流动机制，破除人

才配置机制性障碍，力推干部、教师交流。暑期，通

过城区教师调配、城乡教师交流、富余教师分流和

支教等一系列举措，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交流教师

１０４９人，占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的１８．７７％。加

大干部队伍交流力度，城乡之间、镇际之间、校际之

间义务教育学校校级领导交流比例达４０％以上。

突出以全员培训促均衡，落实专项培训经费３００万

元，实施“十大培训工程”、１２０个培训项目，全体教

师参加省、市、县、校四级培训。创新机制，优化管

理，在全市开展万人师德大考评，促进教师队伍素

质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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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所。其中，注册园５５

所，办园点２３个；市直属幼儿园３所，部门（妇联）

办园１所，民办幼儿园（含点）９个。在园幼儿

２９０２７人，教职工１８３９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２９８人

（含公办教师２３７人）。全市现有省优质园２７所、

南通市优质园３９所。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如皋被确定

为江苏省首批创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同

月，全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现场推进会在如皋召

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作重要指示，副省长曹

卫星出席会议并讲话。

幼儿园建设　年内，落实《如皋市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幼儿园达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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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大学前教育重点工

程建设，全年新建、改（扩）建幼儿园１９所，新增建

筑面积５．６万平方米，郭园镇车马湖幼儿园、搬经

镇夏堡幼儿园、江安镇黄市幼儿园、雪岸镇南凌幼

儿园等已竣工，开发区实验幼儿园、石庄镇中心幼

儿园、常青镇中心幼儿园、如城镇实验幼儿园、磨头

镇场北幼儿园、下原镇中心幼儿园等１５所幼儿园

工程正加快推进。

幼儿园创建　年内，东皋幼儿园、雪岸镇中

心幼儿园、九华镇中心幼儿园、磨头镇中心幼儿

园、磨头镇场南幼儿园成功创建省优质幼儿园，

郭园镇车马湖园等４所幼儿园通过南通市优质幼

儿园验收。

【如皋市成为省首批创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之一】　１１月，如皋被确定为江苏省首批创建学前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之一。

年内，如皋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并将幼儿园达标工程

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年新建、改（扩）建

幼儿园１９所，新增建筑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坚持

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市财政在实施原有

幼儿园建设奖补政策的同时，安排专项经费１３００

万元用于对幼儿园建设和省优质幼儿园创建实施

“以奖代补”。按生均２００元标准拨付幼儿园公用

经费，并建立生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机制。安排幼

儿园专职保安经费２８０万元。强化学前保教队伍

建设，面向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和在岗聘

用教师招录公办教师４０名。

（刘晓光）

义义义　　　务务务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现有学校７８所，其中，

小学５３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４所、初中２１所。现

有班级１８７６个，其中，初中６４７个、小学１２２９个。

现有在校学生９４９３３人，其中，初中生３２９１４人、小

学生６２０１９人。现有专任教师５５６０人，其中，初中

教师２６４８人、小学教师２９１２人。全市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率、巩固率均达１００％。

年内，新建、改 （扩）建义务教育学校１３

所，开工工程项目３１个，新增建筑面积１４．６万

平方米，林梓镇阳光初中、如城镇实验小学、开

发区实验小学新建工程以及如师附小、江安镇中

心小学、郭园镇中心小学、袁桥镇黄蒲小学等扩

建工程相继完工，安定小学、吴窑镇江中小学等

新建工程正加速推进。校安工程完成建筑面积

１５．５３万平方米。如皋市被评为省教育装备工作

先进集体。

（刘晓光）

【承办南通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　３月１１～１２

日，南通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如皋召开。与会

人员现场观摩实验初中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和

跑操，参观东皋幼儿园阳光教育、如师附小小公

民教育、何庄小学乒乓文化教育、外国语学校外

语特色教育，听取如皋市推进“活动单导学”的经

验介绍。

（王桂林）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在如师附小

举办】　５月２１～２２日，由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

研究中心（上海研究所）主办，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

中心、如皋市教育局协办的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学应用研讨会在如师附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１６０多名代表共同参与“说课”、“展示课”等观摩

活动。

【南通市体艺“２＋１”现场会在如皋召开】　１１月１～

３日，南通市体艺 “２＋１”现场会在如皋召开。会

上，南通地区１００多位与会代表现场观摩如师附

小、奚斜小学、搬经中学、何庄小学、实验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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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 “体育、艺术２＋１项目”现场展示。省教

育厅副厅长胡金波、省体艺卫处处长杜伟、南通

市教育局局长郭毅浩到会讲话，充分肯定如皋教

育工作。

【２０１１年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历届最好成

绩】　１１月５～７日，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

搬经中学成功举办。全市中小学６０９名运动员参

加１０７个项目激烈角逐。运动会上，有４６人次破

２２项全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会记录，其中，５人

次破Ａ类项目记录，４１人次破Ｂ类项目记录，获

历届运动会最好成绩。

（冯健卫　冒剑秋）

高高高　　　中中中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普通高中８所，其中四星级高中

５所、三星级高中３所。普通高中在校生２５９４０

人、专任教师２０４２人。

布局调整　年内，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如皋

市基础教育规模办学暨学校布局调整“十一五”规

划调整方案〉的通知》（皋政发〔２００８〕３４号）、《关于

“十二五”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皋政发〔２０１０〕１１６

号）精神，经５月１８日市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

讨论决定，将城西中学、磨头中学、丁堰中学合并，

组建如皋市第二中学，合并后的新校址在原城西

中学。

多元发展　年内，如皋中学建成江苏省体验性

化学课程基地；南通市德育工作研修活动在如皋市

成功举办，白蒲中学成为南通市德育研究基地学

校。组织学生参加江苏省高中奥林匹克竞赛，２９

人获一等奖。探索普通高中招生改革，市二中、薛

窑中学分别举办艺术特色班、体育科技特色班。加

强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如皋中学获北京大学中学校

长实名推荐和清华大学自主选拔“新百年领军计

划”资格，并成为全球最大的教育考试机构———美

国大学理事会国际成员学校。

（阚先锋）

考查考试　３月，在高二信息技术考试中，全

市９７８４名学生参考，一次性合格率达９９．６４％。

在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中，全

市９７８８名学生参考，５０１人达ＡＡＡＡ级，列南通

第一。

（何　明）

【如皋市第一中学成功晋级为省四星级普通高中】

　３月８日，省教育厅发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２０１０年普通高中星级评估结果的通知》（苏教基

〔２０１１〕１２号），市第一中学跻身江苏省四星级普通

高中行列。至此，全市８所普通高中之中，省四星

级普通高中达５所。

【江安中学七十周年校庆】　１１月２６日，江苏省江

安高级中学举行“恩深情笃再聚首”活动，全国各地

的江中新老校友、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共庆江中创

办７０周年，共商学校美好愿景。中国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企业协会会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周可仁，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胡金波，南

通市副市长、如皋市市委书记陈惠娟等参加庆典仪

式，副省长曹卫星发信祝贺。

（阚先锋）

职职职　　　业业业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中等职业学校３所，其中江苏省

如皋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为江苏省高水平示范性（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如

皋市熔盛中等专业学校为江苏省三星级中等职业

学校。现有职业高中生１３４８５人，其中年内招收高

一新生４５４８人。２０１１年，全市９２７名中职学生参

加省对口高考，本科上线６１２人，上线率６６％，占

全省本科计划１／５强，继续居全省第一。５月，如

皋被确定为南通唯一、全省首批创建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实验区。

学校建设　年内，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被

教育部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立项支持的项目学校，并入选“中国职业教育特

色院校１００强”，其汽车检测与维修和电子技术应

用两个专业升格为省教育厅五年制高职专业，该校

成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点，电子技术应用

专业成为新一轮省品牌专业。江苏省如皋第一中

等专业学校服装专业晋升为国家级实训基地，建筑

·４３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专业成为江苏省职业教育技能教学研究基地，涉农

专业学生创业园成为南通市首批中职学生创业园。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北扩７．３３公顷，年内完

成搬迁评估，学生宿舍楼加固完工。江苏省如皋第

一中等专业学校东扩２．８公顷，年内搬迁结束。

队伍建设　年内，组织师生参赛，获省级一等

奖５个、南通市级一等奖１０个，位居南通各县市之

首。组织如皋市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作品评比和

１１个大类的专业教师比赛，获南通市级一等奖１０

个。建立机械、建筑、服装３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年底，组织评选市第六届职教学科带头人８名、骨

干教师２０名、第五届教坛新秀１５名。组织公共基

础课程“五课”（备课、上课、说课、听课、评课）教研、

“两课” （德育和文化课）评比暨课堂教学竞赛

活动。

技能大赛　６月，组织４名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教育技能大赛，夺得２金２银，名列南通各县市之

首。１１月，组织２０１１年度如皋市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１１个大类３９个项目７４个小项比赛项目，参赛

师生２８６人。组织师生参加省职教技能大赛，获省

７个项目８枚金牌，位居南通各县市第一。

职业教育研究　年内，全市两项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等职业学校有效

教学模式研究》的２个子课题，即《中等职业学校有

效教学现状调研与分析》、《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有

效教学模式研究》顺利结题，研究成果分别被评为

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二等奖。３项省、市教

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亦通过专家组鉴定验收。

３项江苏省首批职教教改课题（《基于“任务单导

学”教学模式下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有效教学策略研

究》、《中等职校教学质量保障精益管理模式探究》、

《中等职业学校课程管理创新实践研究》）顺利通过

江苏省教科院职教所开题论证。国家社科基金规

划课题子课题《县域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的策略研

究》及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科研

课题《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创新研究》

开题。

校企合作　８月，市政府办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意见》（皋政办发

〔２０１１〕１９５号），建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明确校

企合作的目标与任务和途径与模式，并由市财政安

排专项资金，鼓励、引导职业学校和企业开展深度

合作。江苏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与市建工局、

建筑业协会、南通六建集团等组建市建筑业职教集

团，合作培养建筑业技能人才。

【如皋市被确定为全省首批创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实验区之一】　５月，如皋被确定为南通唯一、全省

首批创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之一。

９月，市委、市政府制订《关于建设江苏省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的意见》（皋委发〔２０１１〕７６

号），进一步突出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中的战略地位，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发展规划和市委、市政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

优先规划安排，优先保证投入，优先深化改革，优先

督导落实。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建立健

全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如皋市职

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市政府办关于进一步

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意见》和《关于组建

如皋市产业职教集团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实验区

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截至年底，全市拥有国家级实

训基地２个、省级实训基地３个、省级示范专业９

个，市职教中心成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立项支持的项目学校。实施“引企入校”行

动，成立建筑等产业的职教集团。职教对口高考本

科上线数占全省１／５强，在技能大赛中获省级金牌

８枚，国家级金牌２枚、银牌２枚，数量在全省县级

市中遥遥领先。

（陈　斌）

成成成　　　人人人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教育局巩固全市省级社区教

育实验区创建成果，进一步加强社区教育中心基础

能力建设，创新社区教育发展运行机制，开展各类

教育培训，举办培训班３７８个，培训５５万人次，从

业人员培训率达５５％。

社区学校创建　年内，如皋市社区学院通过省

级验收，高明镇社区教育中心创建为南通市级社区

教育中心，如城镇社区教育中心通过省级农科教结

合示范基地复验，如城镇宏坝社区、吴窑镇立新社

区等７所居民学校创建为省级居民学校。４月２６～

２８日，对全市所有社区教育中心校长实施以社区

·５３３·教　　育



教育的形势、任务、功能定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农

业实用科技培训、社区网站建设和维护等为主要内

容的集中培训，引领社区教育中心校长转变办学理

念，增强拓展办学功能实际能力。

“百千万工程”　年内，继续推进农村成人教育

“百千万工程”（１００名农民上大学，１０００名农民出

国门，１万名农民进工厂，１０万名农民受培训）。发

挥如皋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优势，加强

高等教育向农民延伸的探索与实践，组织１４１名农

民上大学。加强市、镇两级社会教育机构与市教育

培训集团等有关企业联系和合作，建立出国劳务培

训和劳务输出基地，为出国农民提供优质高效服

务，全年组织１５１１名农民出国劳务。以回乡初高

中毕业生、离地农民、返乡农民、退役士兵等为重

点，引导和服务转移农村劳动力１２０５０人。

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　年内，创新培训方式，

通过远程教育、教学光盘等形式，对１．６万余名年

度初三毕业生开展为期４天的科学素质集中教育

活动。

（宋寿山）

高高高　　　等等等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如皋高师和如皋电大全日制高

等教育学校２所，在籍学生６５９１人。如皋高师设

专业班级８４个，有教职员工２１６人、在籍学生

３３０５人。２０１１年，招收五年制大专新生５６０人、五

年制大专毕业学生８８８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毕

业生３０人。如皋电大成人高等教育在读成人学员

３２８６人，年内招生１１２８人，其中，中央电大开放教

育春季招生２５３人、秋季招生３２５人，奥鹏远程教

育春季招生２７９人、秋季招生２７１人，招生数量创

电大办学历史新高，名列南通市第一，江苏省前十。

在秋季对口考试中，奥鹏远程教育输送大连理工大

学新生１５８人，名列全国第二。年内，如皋高师通

过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检查验收，获

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南通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１０年度南通市直属学校（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

考核先进学校、南通市直属学校（单位）中心组学习

及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先进集体等表彰奖励２８项，

办学活动被中国文明网、江苏文明网、南通廉政网

等多家媒体报道。如皋电大被表彰为江苏省电大

系统招生先进集体。

专业设置　年内，如皋高师开设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综合文科、综合理科）、小学英语教育、小学

双语教育等师范类专业，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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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非师范类专业。如皋电大开设

汉语言文学、会计学、行政管理、法学、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建筑工程管理、网络工程、电子商务、物流

管理和旅游管理１０个教学专业。

素质教育　年内，如皋高师以养成教育为主

线，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全年开展专题德育活

动４０余次。在南通市大中专院校军训会操比赛活

动中，获一等奖３个、二等奖２个。参加全国中学

生英语阅读竞赛，杨欣欣获江苏赛区特等奖，孙艺

凡获江苏赛区一等奖，张尧尧获江苏赛区二等奖。

参加中国青少年英语能力大赛，周晶晶、黄睿倩获

全国一等奖，孙艺凡、吴思仪获全国二等奖，康慧等

１０人获南通赛区一等奖。

师资建设　年内，如皋高师落实教师专业发展

规划、青蓝工程、青年教师专业培养、教师专业发展

“五个一工程”（完成一份高质量教学设计，撰写一

篇高水平读书札记，上好一堂公开课，开设一次学

术讲座，提交一篇有见地的教学反思）、优秀教案展

评、青年教师教学比武等专题活动，推动教师专业

能力、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发展。校级课题结题１８

个，丁兆雄、程然分别主持的两个课题获省第三届

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课题“语文个性化教学理论

与实践研究”被确定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高

教立项课题。教职工全年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

表论文３００多篇。年内，全校在读和取得硕士学位

的教师６７人，晋升讲师职称１１人，晋升副高职称

９人，晋升正高职称２人。如皋高师现有正教授４

人，是全省１２家高等师范学校中拥有正高职称教

师最多的学校。

廉政建设　年内，如皋高师配合南通大中专院

校党风廉政督导巡查第一小组督导巡查，在履行职

责、遵守法纪方面优秀和合格评价均在９８％以上，

无不合格评价。绝大多数访谈者认为学校领导班

子团结、廉政、稳健，对党委书记、校长综合测评为

优秀的占总有效票的９０％，对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的综合测评为优秀的占总有效票８６．７％，均无不

·６３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称职投票。

师德师风　年内，如皋高师开展“优作风、提效

能、树形象”、“践行师德创先争优，办人民满意教

育”主题实践活动和推进师德教育“十个一”（组织

一次专题学习，开展一次师德规范承诺，组织一次

师德建设专题支部民主生活会，推出一组师德建设

倡议书，观看一部关于优秀教师专题片，开展一次

师德建设格言征集，召开一次师德建设学生座谈

会，开展一次师德评议活动，开展一次“如皋高师好

人”评选，组织一次老中青教师师德建设恳谈会）系

列活动。数理与信息技术系党支部、外语系党支

部、学前与双语教育系党支部、艺术体育系党支部

４个党支部被表彰为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单

位）“五好”基层党支部。外语系英语教研室被命名

为南通市“青年文明号”。石高峰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其事迹在全市教育系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七一”表彰大会宣讲，获特等奖。开展

优秀班主任、优秀生活指导老师评选活动。在教工

中开展“和谐南通、情暖江海”捐款、“献爱心一日

捐”等活动，被表彰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如皋“博爱在

南通，人道万人捐”贡献奖。

【如皋高师“专转本”考试、毕业生就业率双获全省

“六连冠”】　年内，如皋高师１１１名学生参加全省

五年制师范毕业生“专转本”考试，总均分高出全省

平均成绩４０分，在全省实现“六连冠”。８８８名应

届毕业生实现１００％就业，就业率连续六年在全省

同类学校中居第一。

【如皋高师开展职后培训】　年内，如皋高师开展农

村骨干教师培训（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名师团送

培培训（心理健康、教学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小

学）校长培训、小学英语教师引智培训、南通市农村

幼儿园教师培训、继续教育管理平台建设培训、南

通市幼儿教师育婴师资格培训等项目，培训总人数

超过２８００人次。

【如皋高师成功承办省级专题研讨会】　１１月１９

日，由江苏教育学院、南通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江

苏省“完善并扩大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研讨会暨

南通市五年制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汇报活动

在如皋高师举办。教育部师范司教师培养处处长

于兴国、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湘宁等以及省内各高等

师范院校负责人１７０多人出席研讨会。研讨会上，

如皋高师五年制师范定向生作题为《奠基未来》现

场汇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儿童教育专家、全

国教书育人“十大”楷模之一李吉林称赞如皋高师

学生拥有“教育的情怀”，具备“教育的本领”。

（孙红兵　缪建宏）

老老老　　　年年年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老年大学开办班级２５个，开

设文学、英语、书法、国画、科普、保健、摄影、音乐、

舞蹈、戏剧等课程１８门，报名参学老年学员近

３０００人次。

学校管理　年内，为进一步办好老年大学，发

展老年教育事业，市委组织部召开市老年大学校务

委员会议，明确市老年大学由老干部局代管。

校园文化　年内，注重繁荣校园文化，彰显办

学特色，利用板报《红园翠柏》和校刊《学校动态》等

舆论阵地，宣传师生们的精神面貌、感人事例、重要

活动及健康知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为主旋律，开展以繁荣校园文化、服务社会文化为

宗旨的系列活动，组织部分学员参观党的一大会址

和世博中国馆，举行百题党史知识竞赛，举办“最美

的歌儿献给党”为主题的红歌大赛和书法、国画、摄

影、手工作品综合才艺展，进一步激发学员爱党、爱

祖国、爱社会主义激情。为全市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庆祝活动推出器乐合奏、大合唱、健身球表

演、锣鼓快板、腰鼓等节目。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庆

祝市文化馆落成。

联谊活动　年内，市老年大学艺术团先后三次

参加南通地区及苏中八所老年大学的联谊活动。

宿迁市宿豫老年大学到如皋交流办学体会。９月，

市老年大学艺术团选送４个节目，赴南通更俗大剧

院参加“南通市迎国庆、庆重阳”老年文艺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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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市特

·７３３·教　　育



殊教育学校）。市特殊教育学校占地１．９２公顷，

建筑面积６５００多平方米，现有班级１１个，在校

生１１３人，配备专任教师３５人。２０１１年，全市

残疾儿童入学率达９８．６％。市特殊教育学校获省

平安校园、省绿色校园、南通市德育工作先进学

校、南通市 “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等

称号。

特教科研　年内，聋人教师冒朝霖参加全国残

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获银奖，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教师陈文华参加南通市第五届中小学教师优秀班

会课评比，获一等奖。３月，承办南通市特殊教育

数学高效课堂研讨活动，南通市各县市及泰兴特殊

教育学校共５０多名代表参加研讨活动。１１月，承

办“构建生态课堂，实施生命教育，促进残障学生和

谐发展”为主题的南通市特殊教育研讨会和聋儿语

训专题研讨会，甘肃、宁夏、江苏东台等省、市以及

南通市７所特殊教育学校的１００多名老师参加研

讨活动。

升学就业　年内，５名毕业生参加对口考试，

全部被南通特教中专录取。６名毕业生顺利就业，

实现升学、就业双１００％。

（刘晓光）

在在在　　　职职职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机关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

人员）３４０６人，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３４５人。

现有事业单位人员１５７７６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４８０

名、专业技术人员１３２１９名、工人１０７７名；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４人，省中青年专家５人；具有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７．５万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

３０４４人、中级职称者１．８万人。

年内，新评定高级职称人员４１５人、中级职称

人员１０１８人、初级职称人员２２４６人。培训高技能

人才２６３１人，其中鉴定合格取证２３９６人。完成职

业技能鉴定１６０１８人，合格人数１２７５１人。组织

７３３人参加职业技能全国统考。组织相关公务员

参加省沿海开发专题培训班、苏南苏北对口培训

班、优秀基层公务员培训班学习，举办全市公务员

“５＋Ｘ”能力暨学法、“五五”普法、新录用公务员初

任、全市机关人事干部业务等培训活动。

职职职　　　业业业　　　培培培　　　训训训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年培训农村劳动力２１０２３人，

完成目标的１０５．１２％。

年内，市人社局在全市实施创业培训９３２人、

创业能力培训１１３人、青年职业见习培训１７３人。

规范创业孵化基地１０个，直接帮助创业５０人，全

面完成创业培训任务。就业技能培训５１９０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４５００人的１１５．３３％，其中新成长

劳动力１８２３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１８００人的

１０１．２８％。在“获证奖补”新政未实施前，为８家培

训机构发放培训补贴１８０．０２万元（其中，当地农村

劳动力培训补贴８８．２１万元，跨省农村劳动力培训

补贴９１．８１万元）；“获证奖补”新政实施后，奖补

２２７６人２０７．７万元（其中引导奖补补贴９３６人

２１．０８万元），通过“一折通”发放到位。被表彰为

中国培训优秀宣传单位。９月，与市财政局联合出

台《关于贯彻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

奖补办法（试行）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全

面推行普惠制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励补助政

策，对当年参加职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农村劳

动者，每人可以享受３００～１２００元获证奖补资金。

１０月２８日，如皋市第三届红木雕刻暨首届手工木

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市文化馆举行，参赛选手２９人，

其中，红木雕刻组１９人，手工木工组１０人，每组分

别设金奖１个、银奖２个、铜奖３个，金奖获得者获

如皋市五一劳动奖章和如皋市技术状元证书，１０

位银奖和铜奖获得者被授予如皋市技术能手证书。

（周亚琴）

重重重点点点学学学校校校选选选介介介

【吴窑镇江中小学】　位于吴窑镇镇区，原名吴窑小

学，建校６０多年，学校曾两易其址，先后整合陈北、

何庄、沈王、大石等小学１０所。２００５年秋学期，吴

窑小学与吴窑初中合并为吴窑镇中心学校，成为全

市首家九年一贯制学校，之后，镇中心幼儿园相继

并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１１年２月，因受到发

展空间制约，吴窑小学迁建新校区，总投资约３０００

·８３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万元，江苏江中集团赞助６００万元，更名为江中

小学。

学校现有学生２２１２人、教学班３５个，专职教

师９２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６９人，学历合格率

１００％。近三年，全校教师在各级报刊发表论文

１２９篇，获奖６９篇，多名中青年教师在市、县级优

课评比中获奖。学校全力打造德育为首、“孝礼”教

育的办学特色，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自尊、

自信、文明、创新”的校训为核心，引导师生迎接新

的挑战。

【市特殊教育学校】　由如皋教育先贤沙元榘创办

于１９３４年，是全国创办最早的特殊教育学校之一。

现已发展成为集语言康复教育、听障教育、智障教

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特殊教育基地。

校园占地面积１．９万平方米，绿化面积７０００

平方米。现有教学班１１个、学生１１３人，配备专任

教师３５人，残疾儿童入学率达９８．６％。学校具有

绿色校园、人文校园、信息校园、平安校园、爱心校

园五大品牌特色，是南通一流、省内知名的特殊教

育学校之一。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学校累计向高一级

学府输送优秀毕业生６２人，学生在文艺、体育、书

画、职业技能等竞赛中累计获团体及单项等级奖

９６个。学校先后获联合国ＥＰＤ（环境、人口与可持

续发展）项目成员学校、全国少年儿童消防安全教

育示范学校、江苏省文明学校、江苏省特殊教育现

代化示范学校、南通市绿色学校、南通市模范学校、

南通市最安全学校等称号。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坐落于江安革命老区，创

办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是中国共产党在苏中创办最早

的一所新型农村中学，具有光荣的办学传统，战争

年代曾被誉为“老区之花”、“人才摇篮”。在７０年

的办学生涯中，学校三易校址，十易校名，１９９８

年升格为南通市重点中学，１９９９年升格为江苏省

重点高中，２００８年晋升为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

中，２０１０年更名为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曾获得

全国重点科研课题 《２１世纪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研

究》实验学校、全国青少年科普创新示范学校、

江苏省德育先进学校、江苏省实施素质教育先进

学校等称号，并成为南通师范学院、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教育实习基

地。校园水清木华，绿草如茵，树人楼、五四广

场、三一大道等彰显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

青春气息。

学校坚持“以教会学生终身做人的道理和终身

学习的本领”办学理念，秉承“诚·毅”校训，以“真

诚教育”为办学特色，铸就大批知识丰富、情趣高

雅、全面发展的人才，形成校风正、教风实、学风浓

的人文特色。

（田小飞　房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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