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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建改扩建一批
学校；深入推进“3366”工程，集
团校再扩容⋯⋯从钟楼区教师
节庆祝大会上获悉，该区今年吹
响“教育西进”的号角，以实现优
质教育全覆盖。

开发区西进战略提出后，对
邹区的基础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和新挑战。钟楼教文局进一步
优化教育布局，整合教育资源，
形成覆盖城乡的教育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

“十三五”期间，钟楼区教文
局将加快实施《邹区镇教育规划
布局资源优化三年行动计划》：
完成邹区实验小学改扩建工程，
新增24个班；新建邹区九年一贯
制学校，形成小学 36 班、中学 36
班的规模；新建泰村幼儿园，可
以容纳18个班；推进卜弋初中改

扩建工程，改善卜弋小学办学条
件；在殷村职教小镇新建殷村九
年一贯制学校。其中，2018年初
将启动两所学校的新建工程：邹
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和泰村幼儿
园。

据了解，未来三年里，钟楼
用于学校建设的资金将达 18 亿
元，其中，在邹区镇的建设项目
就有8个，预计投入5亿元。

不仅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钟楼区的“3366 工程”（3 所小学
教育集团、3 所幼儿教育集团、6
个 教 育 联 盟 、6 个 初 中 合 作 办
学），将原钟楼区小学三大集团、
幼教三大集团分别与邹区各校
进行合作办学。其中，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邹区实验小学，觅渡
教育集团—卜弋小学，怀德教育
集团—泰村实验学校小学部，鸣

珂巷幼儿教育集团—邹区中心
幼儿园、刘海粟幼儿美术教育集
团—卜弋中心幼儿园、盛菊影幼
儿教育集团—泰村幼儿园，集团
校与邹区校通过管理互促、研训
联动、项目共建等多种形式，实
现组团式发展，将优质资源共享
最大化。

同时，接受市属优质初中辐
射，将邹区中学与北环中学、卜
弋中学与勤业中学、泰村实验学
校与清潭中学结对，以 3 年为合
作周期，区教文局每年为每所学
校提供合作经费，以管理互派、
学科共进、项目共建、资源共享
的方式，促进钟楼初中校办学质
量整体提升。目前，合作已有 1
年，各校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
习、研讨活动，取得一定成效。

（孙丹 毛翠娥）

钟楼吹响“教育西进”号角

“3366工程”辐射到邹区
优质资源城乡全覆盖

本报讯 10 日，天宁区在二
十四中天宁分校举行了庆祝第33
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对 14 名

“师德标兵”、19名“优秀班主任”、
17个“优秀教育团队”予以表彰。

活动中，系列精彩节目再现了
天宁教师日常的努力付出和无私
奉献：博爱教育集团美术老师濮晓
华自费2万余元，为孩子们带来故
宫珍藏版的《宋画全集》；局小教育
集团李伟平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给
毕业班568个孩子鞠躬⋯⋯此外，

数字化、新基础、全课程教育改革
项目的研究、推进，也在情景剧、音
乐剧、微话剧的演绎中得以传递。

五年来，天宁区投入近12亿
元对区域内28所学校进行新建、
改扩建，全区学校基础面貌焕然
一新；城乡一体发展更深入，将
城乡教育牵手行动落到实处，统
筹城乡各校的人、财、物，进一步
缩小城乡校际差距；优质教育资
源更均衡，深化集团办学，在全
市率先实现小学教育集团全覆

盖，与优质初中、高中牵手，形成
小学集团化、初中一体化、高中
合作化办学的全新发展格局；教
育改革成果丰硕，深入推进“数
字化、新基础、全课程”三大项目
改革；人才培养更有力，全力打
造优秀校（园）长、教师队伍，五
年来，87 人次参加各级各类比
赛，成绩稳居全市第一；先后获
得“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省教育现代化建设先进区”
等荣誉。 （杜明）

天宁深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五年投入近12亿元
新建、改扩建28所学校

本报讯 本周一，新闸中心
小学校长李华兴去无锡物联网
博览会上转了一圈，为学校的创
客教育取取经。其实，该校在本
届物博会有所斩获，六（1）班学
生张正阳的作品——湿感提醒
枕头，获“世界创新创客”大赛二
等奖。

湿发入睡萌生自动提
醒“神器”

张正阳三年级时加入校机
器人社团，平时喜欢捣腾一些小
玩意。这款湿感提醒枕头，创意
来源于自身经历，“有一次头发
没干就睡着了，第二天感冒了，
就想发明一个具备自动提醒功
能的‘神器’。”

在学校创客团队的陆欣烨
老师指导下，小张以湿度模块、
录音模块、蜂鸣器模块等设计套
装实现了提醒枕头的功能。记
者在学校见到了这款智能化枕
头，当感应到有人睡觉，它主动
道“晚安”；而当湿度传感器感应
到湿度时，蜂鸣器就自动发声提
醒。

在5月的全省物联网创新设
计赛上，这款枕头获二等奖。
无锡物博会参赛前，小张又对枕
头进行了升级改良：安装了小风
扇，实现了“躺在床上即可吹头
发”的功能，这款“懒人神器”因
其强大的实用性在展览上颇受
关注。

采访时，小张又萌发了新创
意，给枕头加上闹钟功能。

创客课全校普及，每
周一节

新闸中心小学早在 2011 年
引入 scratch 趣味编程教学，成
为最早一批开始创客教育探索
的学校之一。2014年初，校方又
引进物联网科技教育创建比特
实验室，2015 年，3D 打印智能机
器人走进校园。机器人、比特俱
乐部、scratch 动漫街、智慧编程
等 10 多个创客社团陆续建立。
此外，还通过举办 scratch 创意
编程活动展示周、物联网 3D 创
意作品大比拼等活动，来激发学
生的创作热情。

肯德基自动点餐机、智能家
居、心情水杯⋯⋯孩子们的奇思

妙想变成了作品，在各类各级科
技创新大赛中摘金夺银。

这个暑假，新小打造了创客
一条街，并新装修了 7 间科学专
用教室。本学期开始，创客作为
校本课全年级覆盖，每周一节课，
采用自编教材。创客团队的邵建
峰老师介绍，低年级是入门学习，
从简单的拼搭入手，中年级玩“疯
狂毕加索”创意拼搭，五、六年级
学习 scratch 创意编程，“通过 6
年的学习，人人争当小创客。”

据 悉 ，新 小 已 成 立 创 客 团
队，13 名教师中，既有专职教师，
也有热衷于新技术的美术、信息
技术、综合实践等学科老师，课
程上融会贯通。“如，美术课上将
学生画作用3D打印机打出来。”

新小现有 1800 多名学生，
近8成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李
华兴说，相当一部分孩子，家庭
学习资源有限，所以校方竭力为
他们打造“梦工厂”。

（任婧 毛翠娥 文 邵建蜂 摄）

新闸中心小学“小创客”作品亮相物博会，本学期开始——

每周一节“创客”课，普及至全校

本报讯 开学伊始，二
实小二（1）班的46个孩子，收
到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开 学
礼”——人手一本新书，作者
正是他们自己。原来，暑期，
班主任马燕芬老师和家长们
一拍即合：将孩子们读一年级
时的日记装订成册并印刷。

这本名为《小屁孩，大
手笔》的书，共 140 多页，选
用了孩子们一年级下学期3
个月的习作。从一开始的
几句话，后来过渡到完整的
段落，小屁孩们的喜怒哀乐
跃然纸上。文中穿插了校
园活动照片，底色选用了明
亮的嫩绿、嫩黄、嫩蓝色，整
本书看上去很“一年级”。

马燕芬是语文老师，一
年级下学期初，她鼓励孩子
写话，“自愿原则，主要是运
用所学的字词，长短、文采
不做要求。”起初，几个孩子
带头，写得好的，马老师带
到班上朗读并点评。其他
孩子写作热情被激发，纷纷
加入，而且越写越有感觉。
对于每一篇，马老师都认真

修改、润色。
孩子们写的优秀段落、

日记，马老师还发在了班级
QQ 群，有心的家长就打印
出来。三个月来，已有厚厚
一叠。今年暑期，马老师和
家长们萌发了“出书”的念
头。热心家长联系广告公
司，赶在开学前印刷出来。

新 书 还 举 行 了 首 发
式。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
印刷品，孩子们很兴奋。小
姑娘王奕茹一直将书放在
书包里，有空就拿出来翻
翻，这里面有好几篇她的得
意之作呢。她说，老师鼓励
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
一开始有点不乐意，但后来
成了一种自觉。

马老师说，仓促印制，
难免有遗憾，“缺了序言，校
对不够细，所以文字、标点有
些小差错。但不完美也是一
种成长啊。明年，会做得更
好。”马老师计划，只要教这
个班，每年都会出一本书。

（李佳维 毛翠娥 文
印新毅 摄）

二实小二年级的孩子出书啦！

我手写我心

张正阳在物博会上展示“湿感提醒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