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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教育局获
悉，由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和常州市财政局联合发
布的《常州市优秀教育人才奖励办法

（试行）》正式出台。据悉，这是我市首
次发布对于优秀教育人才的奖励办
法。办法对奖励对象、奖励标准和经
费保障做了明确要求。

根据办法，优秀教育人才奖励分
为人才成长奖励和人才贡献奖励两种
类型。人才成长奖励主要针对在自身
发展中卓有成就的人才，如“三名工
程”等教育教学优秀人才培养项目中
获得相关荣誉或在教育教学比赛中获
得较高奖项的教师，设置人才成长奖
励的初衷是促进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更好地成长；人才贡献奖励主要针
对为常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才，如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推进素质
教育中做出突出业绩且在区域内产生
较大影响力的教师。

“《办法》中所涉及的优秀教育人
才基本涵盖了常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的各方面，奖励的范围和内容较以往
更加广泛，更加贴近教学一线的发展
实际。”市教育局人事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办法中的很多对象是首次纳入奖励
范围，如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江
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正高
级教师、常州市名校长、常州市名班主
任、省教师基本功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指
导学生在国家级竞赛中获一等奖的教师
等，这些获得荣誉和奖项的教师均可获

得5万至0.5万元不等的奖励。
“能够获得奖励的教师均是我市教

育人才队伍中的佼佼者。”该负责人举
例，全市共有 4.3 万名左右教师，其中，
正高级教师 57 名，约为 0.13%，省特级
教师 118 名，约为 0.28%。“此外，如参加
省教师基本功竞赛的教师，首先需要参

加区、市两级比赛，获得市教师基本功竞
赛一等奖的教师，才有资格参加省基本
功竞赛。”而且，这些获得奖励的优秀教
育人才同时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或认
定，“如参与常州市城乡牵手行动的优秀
教师，经过年度考核才能获得奖励；教师
自己参赛获奖或者指导学生参赛获奖
的，都需要凭获奖证书经教育行政部门
认定后才能奖励。”

除了奖励对象更加广泛，此次发布
的奖励办法的另一突破就是奖金可以奖
励至教师个人，“优秀人才考核激励机制
不断完善，更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优秀人才在学校管理、专业引领、
教书育人等方面的示范辐射作用。”据
悉，根据相关政策，我市每年奖励优秀教
师及项目的金额约达1500万元左右。

记者另悉，近年来，我市始终高度重
视优秀教育人才培养，持续实施“三名

（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程”，“优
秀教师五级阶梯”“名教师工作室”“博导
工作站”“优秀教师高校访学”等培养机
制更加成熟，中青年教师成长平台更加
丰富，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常
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

(尤佳)

直接奖励教师，指导学生参赛亦可获奖

我市首次发布优秀教育人才奖励办法

本报讯 近日，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首批 4 名赴印度尼西亚

“常州机电-德龙印尼学院”开展教
学与培训的教师结束 20 多日的工
作，回到了学校。

据悉，德龙镍业印尼学院于去
年 9 月成立，这是该校与江苏德龙
镍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首家海外
学院。该校许西惠、王少君、张晓
萍、屈艳梅 4 位老师作为“开路先
锋”，前往印尼东南苏拉威西岛的摩
洛西工业园，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提供支持。

“我们是学校第一批前往德龙
授课的老师，没有‘功课’借鉴，摸着
石头过河。”许西惠老师作为团长，
介绍了教学的内容：学员共 55 人，
有护士、土木、工程师等各种岗位的
优秀员工，都是“零基础”。由于学
员年龄跨度大，有一半学生不懂英
语，硬件条件艰苦，这给4人的教学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4 位老师连夜重新备课，“我们
像教一年级学生一样从拼音开始教
起，还要把中文课件翻译成印尼语，
省去‘英语’转化的环节。4 名老师
凝成一个团队，大家的‘斗志’都被
激发出来了。”王少君介绍，因为大
部分学生来自德龙电厂，电厂分为
发电分场、化水分场、燃运分场等，

“我们上课的内容就围绕电厂组织
机构展开，先让他们通过拼音认读
汉字，小组对话等，来描述公司架

构，通过笔画和部首教学来书写汉字，
主题是德龙公司电厂。”

为了让学员更易接受学习内容，
4 位老师使用了“情景教学”的方法，
把中国的传统习俗、历史故事、诗歌、
书法等融入语言学习中，甚至在课上
一起表演京剧、太极，一下激起了学生
的兴趣。

除了老师们的教学“加持”，学员
们对学习机会的珍惜、对中文学习的
热情和努力，也超乎了想象。据屈艳
梅老师回忆，班里有位叫穆巴拉克的
学生，为了练习“汇报典礼”的发言稿，
晚上坐在宿舍的楼道里，查资料，写稿
子，再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的标注，反
复让老师帮助纠正发音。

据悉，德龙镍业“落户”印尼，不
但在当地修筑了公路、工厂等基础
设施，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拉动了
当地经济发展。“此前的德龙印尼学
院，真正前往印尼教学的学校并不
多，但这却是最有效的方式。”许西
惠介绍，该校针对德龙的培训一期
项目有 4 批老师前往印尼，开展一线
教学。“不但有中文听说读写、商务
礼仪等方面的教学，后期还会有专
业技术上的培训。”

此外，该校还将开展印尼 SMK
职业学院的师资培训，同时还在洽谈
针对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如巴基斯
坦、孟加拉等国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
服务国家走出去的这些企业。

（陈翼 尤佳）

从常州到印尼
常机电4名老师的海外教学之旅

本报讯 近日，由澳门江苏联谊
会主办、纪念何泉先生澳门青年成长
发展基金支持，常州大学11位学生赴
澳 门 大 学 、澳 门 科 技 大 学 参 加 了

“2019澳苏大学生阳光成长文化交流
营”活动。

活动期间，澳苏两地大学生在澳
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聆听了“澳门
发展史”“探索宇宙奥妙”等专题讲
座。澳门大学的书院制管理模式，澳
门科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月球与行星科学实验室等
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学
们还参观了澳门品牌孵化中心、澳门

日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澳门博物馆、
澳门科学馆，深入了解了澳门高等教育
的现状，深切感受到了澳门的历史文化
底蕴。

澳苏大学生阳光成长文化交流营已
成功举办三年，成为澳苏两地青年大学生
交流的品牌项目，参与学生超过350人。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通过文化
交流，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了“一国两制”政
策下澳门的飞速发展，为祖国取得的辉煌
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大家纷纷表示将
勇担使命，共同努力，为加深苏澳合作交
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胡思奇 包海霞）

常大学子：

赴澳参加阳光成长文化交流营

我来到了影院门口，看见许多
桌子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大家都在准
备写春联。我也拿出七言的春联纸和
笔、墨、砚台，写了起来。我写的内容
是：玉犬呈祥兴旺宅，金猪纳福驻新
春。一开始我有些紧张，感受到围观
的人很多，还有人给我们拍照，但听到
大家对我们写的春联啧啧赞叹时，我
又找回了感觉，写起字来如行云流水，
写了一副又一副。写完春联，就开始
送春联了。我把春联送给年轻的叔叔
阿姨们，祝他们生活幸福美满；我把春
联送给爷爷奶奶们，祝他们身体健康，
平安幸福。

冬日虽然寒风凛冽，但我们的
送春联活动，给人们带来了冬日的
温暖。

清潭实验小学五（5）班 李铭之
指导老师 解鸣虹

暖冬情

挥毫泼墨，写春联，送祝福

常报小记者公益冬令营系列活动常报小记者公益冬令营系列活动

书写节日祝福书写节日祝福 俯瞰龙城美景俯瞰龙城美景
1 月 26 日，朝阳桥小学和清潭实验小学的常州晚报小记者们来到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九洲新世界店），为前来观影

的观众们挥毫泼墨，写出一副副传统春联，送上一份份真挚祝福。

铺好红纸，手握毛笔，蘸上墨，我
心里却开始紧张起来，手也发抖。我
告诉自己，这副春联是送给环卫工人
的新年礼物，一定要写到最好，不能
有一点点瑕疵。我屏息凝神，拿出了
我的看家本领，一气呵成。豪放的字
迹赢得现场群众不住的赞叹。我写
的春联似乎很受欢迎，刚一抬头第一

幅便被人要走了。我赶紧走上大街，看
到不远处有位环卫工人，我双手捧着春
联送给他，老爷爷收到春联后十分开
心，用粗糙的双手捧着，不住地欣赏着，
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
也满足地笑了。

朝阳桥小学六（3）班 王涛
指导老师 徐建芳

乐在其中

握着笔，我的手直发抖，在书法
上，我一直是书法社团写得不太好
的成员。而我们班的“小小书法
家”——吴彦希就在我的身旁，我更
紧张了。有位姐姐看出了我的紧
张，走过来，轻轻地说：“小朋友，今
天来的可都是小书法家哦，你一定
能行的！”我听了一下子愣住了，紧
张的心情变得激动，我红着脸小声
说：“姐姐，我写得不好。真正好的
是我旁边的吴彦希，她写得才好

呢！”“但我觉得你写的一定不亚于她
呢。相信自己！”大姐姐又说。我听
后，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下子定下
心来，举起手里的笔，沉着地写下“一
年好景同春到，四季财源顺时来”。刚
写完，围观的人就不住叫好。姐姐也
夸我说：“小朋友，你写的真不错，继续
努力哦！”我听了顿觉鼓舞，写起字来
当然就更加认真了。

朝阳桥小学六（2）班 王妍
指导老师 顾富群

感谢您的鼓励

站在天宁宝塔的第十二层，放
眼望去，城市里那一幢幢高大的楼
房，忽然变成一个个小盒子屹立在
那里。走着走着，便出现了一扇好
似古代宫家的大门。惊奇的是，它
的两个门锁竟然是狮子头形状的。
好像在给别人当家作守卫呢！接
着，老师终于要带领我们去梵音阁
了。同学们一个一个走过那狭窄的

楼梯后，顿时，一口大钟出现在我们眼
前。我心想：哇，这钟怎么可以这么
大？它的声音一定能传很远！这时，
老师说：“这个钟重十五吨，钟声差不
多可传一公里！”“哇，好厉害呀！”我们
不由啧啧赞叹。喜欢观察的我端详了
一下钟身，发现钟上有很多花纹和字，
好像在用这幅图来告诉我它的故事，
而且钟壁宛如一块块青砖砌成，难怪
它会成为一大奇观呢！

西林实验学校五（4）班 陈镱仪
指导老师 杨虹

宝塔上的奇观

天宁宝塔有一层展览着根雕艺术
作品。“不见其雕，先闻其香”，我们还没
进去，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木香味，我
心里琢磨着这是什么木材的气味。我
好奇地问老师：“这是什么木材啊？”“这
是千年檀香木，十分珍贵。”我们不知不
觉地走了进去，瞧，一块木质扁额上苍
劲有力地刻着“吉象”二字，是在祝福我
们呢！我走到一尊根雕前，细细端详
着：两只眼睛生动传神，花纹丰富多
彩。哪处浅，哪处深，力道刚刚好，充满
了古老的韵味。一股对传统艺术的崇
敬之情从油然而生，我佩服至极。

西林实验学校五（3）班 潘贝贝
指导老师 庄美芬

欣赏艺术珍品

我们来到写字台前，拿出文房四
宝，摆开阵势。看到书法家爷爷们认
认真真书写，我也不甘落后，手握毛笔
横平、稳住、一顿、收笔⋯⋯就这样，一
副春联“一年好景同春到，四季财源顺
时来”成了。围观的人群，发出啧啧赞
叹，我气定神闲，提笔又写了一副。

再看同学王涛更是全神贯注盯
着红纸，屏息凝视。那纤纤玉手握紧
笔，双眼炯炯有神，“平安富贵财源进，
吉祥如意事业兴”。祝愿人们家庭美
满、事业兴旺。“小小年纪写出来的字
既隽永飘逸又不失苍劲有力。”一个老
者给予这样的评价。我偷偷一瞥，哇，
这字简直可称是大师之作了。

朝阳桥小学六（3）班 耿秉贤
指导老师 徐建芳

小记者的
“大师”作品

走到天宁宝塔广场，映
入我们眼帘的是那高耸入云、
飞檐凌空的天宁宝塔。它伫
立在两根龙柱之间，形成了

“山”字，像一个昂首挺胸的巨
人一样守护着天宁寺。

老师见我们看得入了
迷，便对我们讲起了天宁宝
塔和龙柱：“天宁宝塔在2002
年打底，一直到2007年开放，
它总高153.79米，共13层，用
了 6500 吨钢建成的，是典型
的唐宋风格。这两边的龙
柱，各高19.8米，重200吨，有
九条龙在上面嬉戏⋯⋯”

走进一楼大门，我们便
看 见 那 檀 香 木 雕《龙 华 三
会》，这是民间工艺大师花
了三年时间才雕刻成功的
作品。只见在近两米长的
整 根 千 年 檀 香 木 上 ，栩 栩
如生地镌刻了 120 尊佛像，
整件作品在紫檀木底座的
陪衬下熠熠生辉。

随后，我们又来到了 10
楼，还没进去，我就闻到那股
淡淡的芳香。一进门，我就
见到那用千年龙眼树根雕刻
而成的“吉象”和“菩提”龙
门。远远看去，这龙门似乎
饱经风霜，皓首苍颜，透出一
种沧桑，透出一股淡定。

我走近仔细看去，那细
腻的纹路隐约闪现，似乎是
对大自然的点滴追寻和渗
透。真是：“紫檀有幸邀杜
牧，一阁根雕透乾坤”呀！

西林实验学校五（2）班
姜芯钰 指导老师 崔莹

天宁宝塔
“访古”小记者们从天宁寺西门步入天

宁宝塔广场，站在广场上，抬眼望
去，宝塔正门上方悬挂着“龙城象
教”的大匾。在塔基四角，矗立着高
大威严的“四大天王”，隐含着对“风
调雨顺”的祈求。我们排成两排，安
静地跟着老师乘电梯来到 12 层，再
爬楼梯到达观赏台，站在塔顶俯首
远眺，整个常州都尽收眼底——近

处的红梅公园，远处的高楼大厦。真
有一种“一览天下”的感觉。随后，我
们随讲解员来到塔中最高的地方：梵
音阁。这里悬挂了一口重 15 吨的大
铜钟，听说钟声浑厚悠扬，十里可闻，
每逢节日或盛典，钟声都会响起，祈求
国泰民安。

西林实验学校四（5）班 韩欣玥
指导老师 刘芬香

来到最高处

登高望远，迎新年，寄愿景
1月28日，西林实验学校的小记者们来到天宁宝塔参观游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先后参观了艺术宝

库殿、梵音阁、法界源流殿⋯⋯见到了千手千眼观音木雕、錾银白马驮经雕像、夜明珠等珍贵文物。同学们俯瞰着常
州美景，许下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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