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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奚斜小学师生“空竹”特色文化　Ｐ２９８

●如皋高师学生“专转本”考试均分全省“七连冠”　Ｐ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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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教育局以办好广大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总体目标，探索和实践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教育均衡、深化课程改革、打造特色品牌、创建和

谐环境等，初步形成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

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五区”同创、和谐共进良

好局面。如皋市连续２４年被评为省招飞工作先进

集体。市教育局被评为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教育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军队院校和国防生招生工

作先进单位、空军招收飞行员工作先进单位、教育

装备工作先进集体，获法治南通建设先进单位、南

通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教育局党

委被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南通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

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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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奖４２４个，南通市一等奖３４１个。义务教育质量

检测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中考均分高出南通市２２

分。高二学业水平测试４Ａ率达５．８２％。高考本

科上线６１６３人，本一、本二上线率分别达全省平均

上线率的２．８倍和２．２倍，高分段人数占全省

５．５６％，８人名列全省前１００名。

德育工作　年内，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校推

进“生活德育”，突出德育生活化、时代性。继续开

展“德育４８６活动”［依托四个专题（节日活动，国旗

下讲话，“感动校园”人物评选，特色活动），参与六

个仪式（入学仪式、入队〈入团、入党〉仪式、成人仪

式、开学典礼、散学典礼、毕业典礼），培养八个习惯

（做好操、扫好地、写好字、唱好歌、走好路、说好话、

吃好饭、放好物）］，“馆校衔接”常态化开展，累计举

办“道德讲堂”等各项活动近１００项，组织优秀学生

社团、德育网页、“三好”学生、德育测评先进学校等

８大类评选、评比。３月，召开中小学（幼儿园）第五

届德育工作暨首届特色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石庄

中学植树节独特创意被《中国德育》报道。６月，常

青镇叶庄小学“家校共同体建设”受到教育部关工

委肯定。９月，如城镇实验小学成为中国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实验基地学校。１２月，建立１０大类德育

基地学校，在南通市“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现场

会上作经验交流。如皋市被评为省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先进县（市、区）。

素质教育　年内，市教育局继续把特色学校建

设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推动学校特色向系

统化、社团化、品牌化发展。建立分层次、分阶段推

进体系，加大特色“网络学校”建设，基本形成“一校

一品”、“一校多品”格局。累计建成省健康促进学

校１６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１所、绿色学校２所，

南通市科技特色学校４所、绿色学校１５所、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１０所、艺术教育特色学校３所。以特

色为方向组建社团，以社团为平台培育特色，评选

出如皋市优秀学生社团３４个。全市中小学累计获

“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金奖１个、全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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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锦标赛金牌１枚、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一等奖３个、南通市第五届中小学校园艺术节节目

评比一等奖６个、南通市第七届中小学生“三独”

（独唱、独奏、独舞）比赛一等奖２６个，均位列南通

市第一。林梓镇奚斜小学《空竹抖响校园》、如师附

小《泮水摇篮》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亮相。１月，袁桥

镇何庄小学龙腾乒乓俱乐部跻身国家级青少年俱

乐部行列。８月，丁堰小学成为省小学珠心算教育

实验学校。１１月，桃园镇中心幼儿园“幼儿早期阅

读课程”、雪岸镇雪北小学“健身小长拳”、搬经中学

“化学与环境”等１２门校本课程被评为南通市第二

批优秀校本课程。

课程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组织开展“活动单

导学”教学模式学科分模式和合作小组构建，有关

课型模式研究、合作学习研究、展示交流研究等多

部文稿正式出版。国际课程专家小威廉·多尔教

授称赞“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标志着“一种新的模

式或者说一种中国模式（而非俄罗斯或美国模式）

的诞生”。《中国教育报》等媒体纷纷推介“活动单

导学”教学模式。２月，“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获

南通市第１１次优秀教育科学成果一等奖。５月，

市教育局应邀参加全国“区域课改样本”观摩会。８

月，“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被教育部列入全国八大

素质教育典型，向全国推介。

教育教学研究　年内，市教育局加强课题引领

常态化、教育科研网络化建设。强化课题管理网、

微型课题研究网建设，完善课题季报、年检和网管

制度，实施课题研究动态管理，营造“在思考状态下

工作，在研究状态下实践”良好氛围。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累计申报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２９

项、南通级课题１１４项，列南通市第一。构建市、

镇、校三级教科研网络体系，组建一批镇级名师工

作室、镇际教科研协作体，进一步发挥教科研网络

效应。依托学科基地，广泛开展教研沙龙、教学比

武，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研究水平。２月，白蒲小学

成为全国语文教改示范校。４月，江苏省课堂文化

建设研讨会在如皋市举行，如皋市成为南通唯一省

“教学新时空”直播基地。１０月，白蒲中学、实验初

中、外国语学校、如师附小、东皋幼儿园成为省基础

教育百校数字化学习试点学校。

队伍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投入经费４５０万元

开展教师培训，如皋市级培训落实培训模块１０个、

培训项目５８个，近１万名教师参加统一培训和考

试。先后选派３１人赴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培训、２

名初中数学、英语教师参加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

４４５名骨干教师参加省级骨干教师培训、６５１名骨

干教师参加南通市级１８个项目培训、１４７名中小

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参加国家级远程教育培训，参

训人员全部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居南通市之首。暑

期组织７５２４名教师参加南通市教师全员培训。全

市学校累计新增高级职称教师１６６人，中级职称教

师５０４人，新增省特级教师５人、教授级中学高级

教师３人，南通市学科带头人４６人、骨干教师６８

人、教坛新秀４８人，１１人入选南通市“２２６”高层次

人才梯队，８所学校被评为南通市教师专业发展优

质学校。全市学校参加教育教学竞赛，获全国一等

奖１６个，省一等奖２４个、二等奖１９个，南通市一

等奖７８个，均位列南通市第一。

行风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开展“师德文化建

设年”活动，健全师德档案，实施教师“爱心工程”，

开展万人师德考评。组织教育系统“讲身边的事，

赞身边的人”演讲比赛。第２８个教师节期间，２人

被评为江苏省第二届师德先进个人。组织评选第

三届如皋市师德标兵１０名、如皋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２０１名、如皋市先进教育工作者２３８名。１２月，

市二中、如城镇实验小学申报南通市优秀教职工文

化品牌。

资助困难学生　年内，市政府资助学前教育

２９２０人计２９７．６８万元、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补助７５５５人计８１９．９３万元，国家助学

金资助高中２３９０人计３５８．４３万元、中等职业

８５７０人计７７１．３万元，中等职业免学费１３２４人计

２６７．６８万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４５８人计

２６１．２８万元，农村任教工程学费补偿３６人计

２２．８７７４万元。调整义务教育寄宿生资助标准，人

数由原２３７０人增加到７６０４人，补助标准由小学每

人每学年７００元、初中每人学年１０００元分别调整

为每人每学年１０００元、每人每学年１２５０元。动员

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经资助中心牵线搭桥，结对资

助７２对。市教育局配合市慈善会对２０１２年录取

大学的２２７名贫困学生每人资助２０００元，对义务

教育阶段孤儿和“低保”家庭高中学生７２４人每人

资助１０００元。

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全市中小学校开工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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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８６个，建筑总面积４１万平方米，其中异地新

建小学６所（安定、如城、搬经、九华、江中、红星小

学），异地新建幼儿园１２所（安定、外国语、大明、黄

蒲、下原、场北、红星、郭园、石庄、石北、张黄、常青

幼儿园）。至年底，全市校安工程土建投入资金近

１２亿元，累计完成施工面积６７．４５万平方米，其中

加固校舍８．５３万平方米，重建校舍５８．９２万平方

米，占上报任务总量的１２７．８４％，完成量和完成率

均列南通第一。全年规模工程报建率、招投标率、

竣工工程合格率均达１００％。

教育装备建设　年内，市政府将教育装备提升

工程列为２０１２年为民办实事工程，统一为各学校

添置多媒体电子白板系统、计算机、智能录播、班班

通、图书等教育装备，百分之八十的学校达到省教

育装备一类标准，１７所学校被评为南通市教育装

备优秀学校。成功申报中央电教馆国家数字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试点。积极推广视

频教学交互系统、电子白板多媒体系统等５种信息

化教学模式，课堂信息化应用从“班班通”走向“组

组通”、“生生通”。以信息化能手系列竞赛活动为

统领，组织参加多层面、多学科竞赛活动，在国家级

竞赛中获三等奖２人，在省级竞赛中获一等奖８

人，在南通级竞赛中获一等奖１２人。江苏省如皋

中等专业学校网站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中等职业学

校优秀网站，如皋教育网被评为省优秀教育门户网

站。在省第五届网络读书活动中，全市上传征文

１３１９１篇，名列全省第四、南通市第一。８月２３～

２４日，省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如皋

召开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与推广现场会，中央电化

教育馆馆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中心主任王珠

珠，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杨湘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电化教育馆领导

及各科室负责人，各市、县（市、区）电化教育馆（中

心）主要负责人等近２００名代表参加会议。

教育督导　年内，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推进省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和学前教育改革

发展示范区建设。组织开展国家教育质量监测如

皋试点县工作，如皋市获全国优秀组织奖。做好教

育质量监测研究，完成全市首份中小学体育教育质

量监测报告。如皋市在省督导工作年会上作交流

发言。２月，市教育局完善《如皋市市直学校及镇

中心初中教育工作综合考核方案》。２月、９月，协

助召开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示范区建设第五

次、第六次现场会。３月，出台《如皋市教育督导评

估方案》，按计划对２４所中小学、５５所幼儿园进行

实施素质教育督导评估。６月，市政府办公室下发

《关于加强学前教育考核评估的通知》，组织专项督

导全市２０个镇（区）学前教育。研究制订《如皋市

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工程指标体系》。协助市

政府顺利通过南通市政府督导室对如皋市２０１０年

度教育督导回访及２０１１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考核工

作。７月，省教育厅在如皋召开区域教育现代化建

设水平提升工程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全省区域教

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工程试点地区教育部门相

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如皋市在会上作经验介绍。

１０月，开展教育技术装备专项督导。１１月，制订

《如皋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办学评估标准》，对全

市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达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估验

收，达到现代化学校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达９４％。

开展“普通高中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专项督导。

教育内审　年内，市教育局完成审计项目１０

个。根据干部管理要求，审计离任校长７人。审计

郭园镇中心初中等３家单位财务收支，审计总金额

２４９８３１万元。４月，组织全市教育财务互审。１０

月，参与市纪检、财政、审计部门清理核实全市普通

高中基本建设债务，债务余额１８６６５．５６万元。１１

月，专项检查全市中小学财务状况。

和谐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制订和谐教育建设

意见，组织开展和谐教育系列评论、征文评选、典型

报道，编印《教育管理制度选编》、《和谐教育在这里

生长》等，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江安中学、搬经

初中、林梓小学被评为第三批南通市依法治校示范

校。在全省率先推进基层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设，

通过合格单位达标评审的学校达４０％。强化综治

安全工作，开展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学校安全检查、

学生接送车整治等，创建省平安校园１４所。全面

加强后勤服务规范化管理，创建南通市文明示范食

堂６所。深入挖掘、推介如皋教育新典型、新做法、

新经验，市教育局被评为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完善城区教师

均衡配置，继续推进城乡教师交流、教育管理人员

交流，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交流教师１１１２人（占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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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２３．６６％）、教育管理人员２１３名。首次实

施幼儿园园长交流，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均衡水

平。第２８个教师节期间，评选如皋市教育均衡优

秀教师３０名。

党风廉政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强化党风廉政

建设和教育行风建设，市人大代表调研评议教育满

意率达９６．２％。在全市１０个公共服务行业政风

行风民主测评中，教育系统位列第二。开展“咏清

风，唱和谐”诗歌朗诵比赛和“崇尚道德，恪守诚

信”、“５·１０”思廉日主题教育及“１２·９国际反腐

败日”广场宣传咨询等活动，增强全系统崇廉守信

正能量。创新完善教育系统内部监督机制，畅通收

费举报渠道，坚持直查快处，健全《如皋市教育乱收

费责任追究有关规定》的责任追究机制，压降收费

信访量。扎实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初步形成

丁堰镇“诚实教育”、林梓镇“阳光教育”、高明镇“红

色教育”、如城实小“合和教育”、石庄中学“莲香教

育”等一批特色建设品牌。

【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奚斜小学师生“空竹”特色文

化】　４月６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专题报道如

皋市林梓镇奚斜小学师生表演的“空竹”文化特色。

如皋全面推进“体育、艺术‘２＋１’项目”再次引起广

泛关注。

年内，市教育局出台《如皋市中小学（幼儿园）

特色学校建设实施意见》，引导学校走“特色项目－

学校特色－特色学校”发展路径，形成“学校有特

色、教师有专长、学生有特长”局面。

【省委第二巡视组赞扬如皋教育】　７月１１～１２

日，省委第二巡视组在南通调研期间，专程巡视如

皋教育，巡视组组长韩波赞扬“如皋在加大教育投

入、促进教育均衡、实施素质教育、统筹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推进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发展，

走在了全省前列”。

【如皋接受“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

区）”督导评估】　１０月２０～２２日，如皋接受省级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

估，专家组对如皋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给

予肯定评价。

年内，如皋市扎实推进省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改革发展示范区（南通市唯一）创建，加强义务教

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新开工如城小学、九华小学、搬

经小学、长江镇红星实验小学等建设工程３７个，

“校安工程”累计完成６７．４５万平方米，完成量和完

成率均居南通第一。投资１．５亿元的如皋市安定

小学交付使用。义务教育阶段实现“零择校”。《新

华日报》采访组专程到如采访报道教育均衡工作，

省政府将教育均衡“如皋模式”写进干部读本。

（田小飞　房丽娜）

学学学　　　前前前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有幼儿园５５所（另有办园点２１个），

在园幼儿２８０８１名，教职工２１４１人，其中专任教师

１３６５人。有省优质园４０所，南通市优质园６所。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通过省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区

评审。

优质园创建　年内，全市建成省优质园１３所

（安定园、如城镇实验园、开发区实验园、大明园、建

设园、柴湾园、勇敢园、葛市园、黄市园、南凌园、夏

堡园、车马湖园、常青园）、南通市优质园６所（外国

语园、场北园、丁北园、张黄园、石北园、东燕园）。

幼儿园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继续认真落实

《如皋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异地新建幼儿园１２所（安定、外国语、大明、

黄蒲、下原、场北、红星、郭园、石庄、石北、张黄、常

青幼儿园），改扩建幼儿园３所。

（冯建国　阚先锋　王桂林）

义义义　　　务务务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７５所，其中小

学５２所、９年一贯制学校３所、初中２３所。有班

级１８８８个，其中初中６２６个、小学１２６２个。在校

学生９３７０９人，其中初中生３１４０１人、小学生６２３０

人。专任教师６０７１人，其中初中教师２６１３人、小

学教师３４５８人。２０１２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

率１００％、巩固率１００％。

体艺教育　４月，市教育局承办南通市艺术节

如皋分会场，展演节目１６个。如皋市中小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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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艺方面先后获南通市级一等奖６个、省一等奖３

个、国家一等奖２个，参加中央少儿节目广播２个，

获奖数量与档次列南通市第一，并在如皋历史上获

奖数量最多、级别最高。８月，组织学生“三独”比

赛。１０月，进行８个分会场演出评比。１１月４日，

在港城学校举行全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首

次全面展示全市学校体艺特色项目。１２月，举办

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规范高中军训工作，长江素质

教育基地试运行。

健康教育　４月，石庄中学、磨头小学成功创

建江苏省第十一批绿色学校。５月，全市６名教师

在省第一届环境教育教案评比中获奖。市教育局

继续被评为如皋市环保先进单位。７月，在南通市

举行的健康教育说课评比中，２名教师获一等奖。

１１月，安定小学、实验初中获省健康促进金奖学校

称号。

语言文字规范化　年内，全市创建市级语言文

字规范化学校７３所，列南通市第一。９月１４日，

市教育局承办在白蒲镇举行的第十五届南通市“推

广普通话周”现场会，如皋市、白蒲镇在大会上交流

语言文字工作经验。９月２６日，在南通市迎中秋

经典诵读比赛中，如师附小选送的《中秋望月》获

“我们的节目·中秋”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一等奖第

一名。如师附小成为全省第二批中华经典诵读基

地学校之一。

（冯建卫　阚先锋　王桂林）

高高高　　　中中中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普通高中８所，其中四星

级高中５所、三星级高中３所。普通高中共有班级

４４９个、在校生２１７７８人、专任教师２２５７人。

教育布局调整　年内，市教育局根据《关于组

建如皋市第二中学和设立如皋市通用技术教育实

验学校（如皋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的通知》

（皋教发〔２０１２〕１０３号），完成城西中学、磨头中学、

丁堰中学合并工作，组建如皋市第二中学，进一步

优化高中布局。成立如皋市通用技术教育实验学

校（如皋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为如皋市教

育局下属事业单位，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运行

模式。

教学水平测试　３月，在高二信息技术考试

中，全市８５７８名学生参考，一次性合格率达

９９．９４％。在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

考试中，全市８７４３名学生参考，达４Ａ级５１２人，

列南通市第一。

优质、特色发展　年内，市教育局探索高中教

育优质特色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出台《如皋市普通

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工作方案》（皋教发〔２０１２〕

９６号），建成南通市特色项目８个。白蒲中学应邀

制订《南通市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评估细

则》。组织学生参加省高中奥林匹克竞赛，全市获

一等奖学生４２个、二等奖３０７个。如皋中学成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

实名推荐学校。

（冯建卫　阚先锋　王桂林）

职职职　　　业业业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有中等职业学校２所，全市形成江苏

省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和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

学校南北各一所职业学校布局。有职业高中生

１３０２３人，其中招收高一新生３８５０人。２０１２年，全

市职教对口高考本科上线７２４人，本科上线人数占

全省本科计划数１６．６７％，名列全省各县（市）

第一。

学校建设　８月，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迁至

如皋港区，学校占地面积１８．３３公顷，师生员工

７０００多人。完成整合后，学校拥有功能齐全的教

学区、实训区、生活区、运动区及对外培训交流中

心，并开设船舶、建筑、机电、电子、计算机、服装、商

贸等专业２０多个。如皋中专继续推进北扩和校园

改造工程，基本完成操场、第二食堂和实训大楼土

建工程。如皋中专机电应用专业成为五年制高等

职业专业。

专业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规范调整各职业学

校专业设置，合理布局全市专业结构，提高专业教

育资源利用率和整体效益。电子技术应用、建筑工

程施工专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成为全省品牌专业，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成为全省特色专业。先后建

设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等省职业学校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６个。

·９９２·教　　育



队伍建设　年内，全市有职教研究生学历教师

７１名，“双师型”（即专业课教师具备两方面素质和

能力：类似文化课教师，具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理论

水平，有较强教学、教研及教学能力和素质；类似工

程技术人员，有广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熟练的专业

实践技能，一定组织生产经营和科技推广能力，以

及指导学生创业的能力和素质）教师比例达

８４．２％。在南通市职业教育公共基础科教学比赛

中，８名教师获一等奖，７名教师获二等奖。市教育

局获南通市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技能大赛　２月，市教育局组织学生参加全省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获金牌９枚、银牌１２枚，列全

省各县（市、区）中等职业学校第一。１１月１６～１８

日，组织如皋市“职业教育节”暨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１２月，市教育局获２０１２年南通市职业学校技

能大赛优秀组织奖。如皋第一中专获省政府高技

能人才摇篮奖。参加第九届全国文明风采大赛，如

皋市获省一等奖５３项、二等奖６４项、三等奖

８６项。

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建设　１２月，市

教育局召开建设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

第二次推进会暨全市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印发《关

于组建产业职业教育集团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

进一步加强职业学校专业建设的意见》、《２０１３年

如皋市建设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验区工作

重点》。思源电器、神马电力、九鼎集团等企业在职

业学校开展“订单式”培养，举办“冠名班”，全市职

业教育学校与１０５家企业形成紧密型校企合作。

如皋中专配合英田集团、宝象汽车等企业开展技术

改造，获多项专利。

（陈　斌）

成成成　　　人人人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所有镇成人教育中心校统

一更名为镇社区教育中心，仍在镇中心初中挂牌。

社区教育工作以创建省终身教育体系示范区为目

标，以创新发展和规范办学为主题，广泛开展各类

社区教育活动。全年举办培训（讲座）２６３项、班次

２３５５个，受训４２１１３４人次。组织文化、体育、卫生

等活动７１１场次，培训率达５７％。

社区教育管理　年内，市教育局根据社区教育

的特点和职能，制订３大类２７项的《如皋市社区教

育工作制度汇编》和《如皋市社区教育中心建设与

管理暂行规定》等系列管理制度，使全市社区教育

有据可依，社区教育管理更加规范化。调研分析镇

社区教育工作队伍现状，先后突击检查全市镇社区

教育中心常规管理３次，召开社区教育现场会４

次，组织制度建设、档案建设等专项检查。坚持召

开社区教育中心校长月度例会，总结和部署阶段

工作。

社区教育标准化创建　年内，如城镇和吴窑镇

通过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验收，经济开发区（柴

湾镇）、东陈镇和常青镇通过南通市级社区教育中

心验收，下原、白蒲等镇７个村（居）通过省标准化

居民学校验收，全市社区教育中心标准化创建完成

数量占南通市完成总数４０％以上。

【如皋被确定为省学习型组织建设试点县市】　１１

月，南通市暨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启动，活动周展示如皋工作经验，并为各县（市、区）

提供参观学习现场。如皋市在南通市唯一被省教

育厅和省成人教育协会确定为省学习型组织建设

试点县市。

（宋寿山）

高高高　　　等等等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全日制高等教育学校２

所（如皋高等师范学校和如皋广播电视大学）。如

皋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如皋高师）设专业班级８２

个，在籍学生３０８６人，教职员工２２０人，招收五年

制大专新生５５６人，毕业五年制大专学生７２７人。

如皋广播电视大学（简称如皋电大）春秋两季累计

招收本、专科新生２３５２人，毕业７４２人。如皋高师

获省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南通市教育系统创先

争优先进集体、南通市直属学校（单位）工作目标责

任制考核最佳学校。如皋电大被江苏广播电视大

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联合表彰为全省办学系统

２０１２年度招生工作先进集体，被南通市教育局表

彰为高等学校成人教育优秀校外教学点，分获大连

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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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招生组织工作优秀奖、现代远程教育最佳合

作奖。

专业设置　年内，如皋高师设专业班级８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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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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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建设　年内，如皋高师拥有专任教师１７６

人，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４８人、教授４人、副教

授（高级讲师）５０人。教授程然获南通市首届高校

教学名师奖。５名教师被南通市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确定为南通市第四期“２２６”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教职工累计公开发表论文

２００余篇。省、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开题

课题１９个。

教学建设　年内，如皋高师实质性推进校级品

牌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经专家组评审，首批立项

建设专业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文科方向）、小学

教育（理科方向）３项，首批立项建设课程为大学语

文、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英语阅读、英语听说、小学英语教学法６项。在首

批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申报

中，“小学课程设计与评价”通过省教育厅立项评

审，成为全省入围的２５个项目之一，也是全省高师

入围的３个项目之一。

学生党建　年内，如皋高师在学生中推行全市

党建“三荐三审”工作模式，累计发展预备党员３０

名。４月，学生党支部举办选拔入党积极分子和发

展对象现场会，现场会展示“四个一”（一部经验交

流专题片《青春亮丽映党旗》、一本学生党员风采

录、一期入党积极分子风采图文展、一次“三赛”现

场演说与测评）工程成果，如皋市委组织部、市教育

局和全市各镇、各完中和职中代表到校现场观摩。

学生专业素养　年内，如皋高师组织学生参加

省首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囊括小学教育组笔

试成绩文科、理科、英语三个专业方向全省第一名，

６人获小学教育组总成绩一等奖（占小学教育组一

等奖的３０％），学前教育组获二等奖２个。组织学

生参加全省高师第二届音乐舞蹈节比赛，获普通组

一等奖６个、二等奖４个，团体排名位列普通组第

一名。组织学生参加全省高师书法协作组年会比

赛，获全能奖１个、一等奖６个和二等奖９个。组

织学生参加全省高师美术节比赛，获一等奖１１个、

二等奖１８个。

继续教育　年内，如皋高师累计完成各类培训

６０００多人次，为１０３００多人次提供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省书法等级考试、普通

话水平测试等考级服务。承担省级教师培训项目

４个、市级教师培训项目１个，培训９００多人次。

举办育婴师职业资格培训，累计培训学员８６０人。

学生的教师职业资格鉴定通过率居全省前列。在

校内设立学习与考试服务中心，开通南京师范大学

自学考试“义务教育专业”专升本平台。２月，被评

为省年度培训组织管理优秀部门。６月，省教育评

估院、省教师培训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南京晓庄学

院等机构和学校专家组成的评估组到如皋高师，对

学校承担的２０１２年省级教师培训项目现场评估和

质量测评，包括学员座谈、听课观摩、档案检查在内

的多个项目均以高分通过，测评获优秀等级，总结

报告、佐证材料等作为范本在全省交流。

历史文化建设　年内，如皋高师组织重修校史

（１９０２～２０１２年），图文版《如皋高等师范学校１１０

年校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点校、印制

学校创始人沙元炳先生《志颐堂诗文集》。按照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要求，全面修缮校园内古建筑群，

并于其内建成中国师范教育博物馆和如皋高等师

范学校校史馆。

【如皋高师１１０周年校庆】　１２月３０日，如皋高师

举行建校１１０年庆典。南通市、如皋市有关领导，

学校历任领导及历届校友代表出席庆典。与会代

表观看反映学校事业发展的专题片《百年如师》和

反映学校创始人生平、业绩的专题片《沙元炳》，参

观学校师生和校友书画展览。南通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李炎、南通市政协原副主席季金虎为中国

师范教育博物馆揭牌。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陆

志平、南通市教育局局长郭毅浩、如皋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石耀、如皋市委宣传部部长胡拥军为学

校新校史馆开馆揭幕。

【如皋高师学生“专转本”考试均分全省“七连冠”】

　４月，如皋高师学生在２０１２年江苏省五年制师

范毕业生“专转本”招生统考中，均分高出全省均分

５１．７３分，刷新学校历年平均分最高纪录，实现均

·１０３·教　　育



分全省“七连冠”，其中，陈邁、王陈云分获全省理科

和文科第一；２名学生分获高等数学、教育心理学

两门单科全省第一。１２０名参考学生首批被本科

院校录取１１８名，高职专业２６名参考学生被本科

院校录取２３名。

（孙红兵　缪建宏）

老老老　　　年年年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老年大学探索新时期老年教

育模式，与市人社局养老处联合办学，增设如皋夕

阳红艺术学院。在原有文学、书法、国画、音乐、舞

蹈以及公共课等１７门学科基础上，增设民间文学

课程。全年参学人数达３０００余人次。

校园文化　年内，市老年大学以教学为主线，

以迎、庆党的十八大为主旋律，以庆祝建校２５周

年、举办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为平台，以开办如

皋夕阳红艺术学院为契机，组织开展系列活动，繁

荣校园文化。校报《老来俏》创刊，完成诗集《晚情

录》汇编。与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书、画、摄影、手工

作品展，展出书画作品５０幅、摄影作品５４幅以及

丝网串珠、剪纸等手工作品１００余件，展期１个月。

在第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中，演出节目１６个。重

阳节期间，组织９６位七旬以上老人开展“敬老祝寿

同乐”活动，寿星们听歌、赏舞、吃蛋糕，场面热烈。

开展树长者风范活动，先后组织学员学习长者风范

内涵，学员代表座谈树长者风范意义，并推荐身边

风范长者。开展“学十八大精神，树长者风范”有奖

知识竞赛。如皋市树长者风范活动被《中国老年

报》等媒体关注并予以报道。

对外宣传　年内，市老年大学参加苏中地区老

年（老干部）大学联谊活动及海安县老干部大学２０

周年校庆活动，交流办学体会。全校师生在《中国

老年报》、《如皋日报》等报刊发表诗、书、画作品３０

余篇，学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作品４０篇。在

南通市首届老年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评选中，市老

年大学获优秀组织奖，校长张文森撰写的《老年教

育研究报告》获二等奖，朱轩臣、马长明、秦师彬、曹

发田等老师的作品均获优秀奖。

（何伯芳）

特特特　　　殊殊殊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有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如皋

市特殊教育学校），校园占地１．９２公顷，建筑面积

６５００多平方米。有班级１１个，配备专任教师３７

人，在校生１１４人。市特殊教育学校被评为省先进

绿色学校。

教育教学　年内，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在南通

市特殊教育课堂教学比武中获一等奖３人，获二等

奖１人。４项南通市“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７项如皋市教育局立项微型课题结题。２项南通市

“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并顺利开题。全

校教师发表论文８篇。学生雍海鹏被评为省“四

好”少年。

聋儿语训　年内，市特殊教育学校着力打造聋

儿语训项目，在训聋儿增至１６人，回归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２人。学校聋儿语训项目被省残联确定为

二级定点机构，配备并下发价值３０万元的语训专

用设备，在省残联聋儿语训定点机构验收中获南通

第一。

爱心培育　年内，市特殊教育学校加强爱心校

园建设，组织师生开展“１６８”爱生工程、“爱心暖冬

行动”等活动。师生同台表演的文艺节目《报答》、

《爱心接力》等多次面向社会公演，在如皋市第六届

校园艺术节上双获一等奖。

（冯建卫　阚先锋　王桂林）

重重重点点点学学学校校校选选选介介介

【如皋市东皋幼儿园】　如皋市东皋幼儿园前身为

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始建于１９５２年。２００８年９

月，市政府投入５０００万元，将原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移址，建成集生态化、现代化、儿童化于一体的东皋

幼儿园。

幼儿园占地２．１３公顷，园内建有教学楼２幢

和综合楼１幢，幼儿活动室和多功能室一应俱全，

整个建筑设计体现大自然欢畅、明丽的风格。软地

面、软墙面、软草地以及戏水池、玩沙池等教学配套

设施先进，为孩子提供张弛有度、互动和谐、阳光明

媚生活环境。

·２０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东皋幼儿园坚持和谐办园、精致办园，形成“团

结、和谐、创新、发展”良好园风。注重保教结合，深

入研究和实践学前儿童教育和指导，主题活动、游

戏活动等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崇尚“阳光教育”，通

过细致科学的家长工作，构建家长园地、开展亲子

活动等，形成家园合力，让幼儿从小树立阳光生活

态度。

【如城镇实验小学】　如城镇实验小学是一所新建

的现代化小学，占地近２．８公顷，总建筑面积２．６

万平方米，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学楼、实验楼、办公

楼、图书馆、少年宫、Ａ级餐厅。

２０１２年，学校有教学班６０个，学生３３４８人。

以“合而不独、和而不同”为校训，以“合·和”文化

为特色实施和谐校园创建工作，融文化管理、学习

型管理、个性化管理、开放性管理理念于一体，倡导

平民教育，立足生活教育，深化素质教育，追求创新

教育，打造“合·和”办学特色，努力创办人民满意

教育。学校先后获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实验基

地学校、省未成年人阳光网络实践基地、南通市德

育工作测评优秀学校、南通市小学四星级心理健康

辅导中心（南通市唯一）、如皋市特色项目学校等称

号。２０１２年４月，学校独立承办省教育学会课堂

文化建设研讨会。学校办学经验先后在《中国教育

报》、《中国信息报》和《校长》杂志及江苏电视台等

多家媒体推广介绍。

【丁堰镇初级中学】　丁堰镇初级中学创办于１９８９

年。２０１２年，学校有师生６００多名，占地面积３６８０９平

方米，建筑面积１１７５６平方米，绿化面积２４８００平方

米。学校教育教学设施配套齐全，配备理化生实验

室５个，多媒体教室２个，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各１个，

３００米跑道标准田径场１个，篮球场６片，排球场４片，

组合器械１套。拥有能容纳８４０名寄宿生的学生公

寓，容纳１０００名学生同时就餐的南通市Ａ级食堂。

学校倡导“以学生为本，师生共成长”办学理

念，以“创建诚实校园、塑造诚实教师、培养诚实学

生”为目标，以“诚实教育、诚实管理、诚实服务”为

经，以“诚实行为、诚实文化、诚实校园”为纬，初步

形成“诚·实”教育特色。先后获省平安校园、健康

促进铜牌学校，南通市优秀装备学校、绿色学校、廉

政文化示范点、德育先进集体等称号。

学校实施阳光体育运动和“体艺２＋１项目”，

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学校运动队为如皋市甲级运

动队，篮球队连续两年获如皋市三人制篮球比赛第

二名，学校每年均有多名学生获如皋市“三独”比赛

“十佳”称号。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被评为如皋市级以

上“三好”学生８人，受到团市委表彰学生１０余名，

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等级奖３０余人次，学生发表

作品４０余篇。

【如皋市第二中学】　如皋市第二中学地处如城西

部，毗邻新２０４国道，占地面积９９９２９平方米，于

２０１２年由城西中学、磨头中学、丁堰中学合并组建

而成，是一所省三星级高中。

学校风景宜人，设施先进，教学楼、实验楼、综

合楼、公寓楼、电化教室、艺术教室、网络传输中心

等装备齐全，学生运动场地布局合理，校园文艺长

廊作品纷呈。

学校推行灵动和谐、以人为本创新型管理模

式，着力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师资队伍，现有一大

批具有中、高级职称的骨干教师、教坛新秀。大力

开发校本课程，推出“四单一本”教学模式，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在学生中广泛开展读书节、艺术

节、科技节、园林节、感恩节等校园文化活动，成功

举办如皋市德育现场会学生社团展示活动。稳步

发展艺术特色教育，被评为如皋市艺术特色项目建

设学校，是如皋市普通高中唯一招收艺术特长生的

学校。

（田小飞　房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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