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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是第 34 个教
师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汪
泉、市长丁纯等领导分三路走
访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在常
高校，与一线教师亲切交流，向
辛勤工作的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殷切希望老师们努
力为祖国的未来培养人才。

市领导汪泉、方国强、张耀
钢一行首先来到刚刚搬迁至新
校区的常州市第三中学。作为
江苏省重点中学，该校近年来
本科达线率不断提高。汪泉希
望学校再接再厉，将普通生源
学校打造成名牌学校，让更多
学生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
资源。在局前街小学，汪泉对
该校努力探索集团化办学，在
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中先行先
试的做法表示肯定。当了解到
该校的前身是常州城区规模最
大、最为著名的龙城书院时，汪
泉鼓励学校深挖品牌特色，将
龙城书院作为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的载体发扬光大。

汪泉一行还走访慰问了光
华学校和武进区淹城初级中学
的老师们。

汪泉表示，推动高质量发

展要靠人才，培养人才离不开
高质量的教育。要充分调动广
大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全
社会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
的浓厚氛围。汪泉鼓励广大教
师要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好老师标准，更好地担负
起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让尊
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市领导丁纯、周昌明和市
政府秘书长杭勇一行先后走访
了北郊初中、新北实验中学龙
城大道校区、三井实验小学龙
城大道校区、常州市教科院附
属小学、江苏理工学院、朝阳
中学、常州市教师发展中心。
在各所学校，丁纯走进一间间
教师办公室，向老师们表达了
诚挚的节日祝福。

北郊初中因老校园原地重
建，目前在老常工院过渡。新
北实验中学、三井实小的龙城
大道校区，招收的都是起始年
级。丁纯关心了三所学校过渡
校区的基本情况，希望老师们
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勉励“名
老师”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希
望年轻老师迅速成长并尽快进

入角色，努力成为孩子们心中
的“好老师”。在江苏理工学
院，丁纯重点参观了环境科学
与工程实验室、生命医疗创新
中心，他希望高校科研工作者
立足岗位，服务于地方需求，为
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共赢提供有
力支撑。

市领导蔡骏、陈建国一行，
先后走访了新北区银河幼儿
园、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常州
工学院和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高度赞扬了广大教师爱岗敬
业，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
神。他勉励教育工作者要牢记
教师使命，培育国家栋梁。江
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全国首批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蔡骏慰问了该校机电工程
系教师，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挥
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我市培养
出更多的“大国工匠”。常州西
藏民族中学是首批内地西藏
校。蔡骏仔细询问了该校教师
的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民族
团结和进步做出的贡献，希望
教师们为藏族学生提供更优质
的教育。

（宋婧 毛翠娥 尤佳）

市领导走访学校慰问老师，市委书记汪泉鼓励广大教师——

自觉践行好老师标准，担负培养优秀人才重任

本报讯 昨天，市委召开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十
二届市委第六轮巡察情况汇
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张春福主持会议。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周昌明出席会
议。

据悉，十二届市委第六轮
巡察对 2 个机关部门、2 个群
团组织、6 个副处级以上企事
业单位开展了常规巡察；对 6
个辖市区“阳光扶贫”工作开
展专项巡察；对辖市区 3 个机
关部门和 3 个街道开展了提级
交叉巡察。本轮巡察共发现
问题 307 个，问题线索 20 条，
提出整改建议 107 条，形成专
题报告 7 份。

就下一步做好本轮巡察
反 馈 和 整 改 工 作 ，张 春 福 强

调，巡察既要紧盯发现的问题
和线索不放松，找准查清、严
肃问责，更要坚持导向、高悬
利剑，切实做好巡察“后半篇”
文章。要原汁原味做好意见
反馈。做到见人、见事、见思
想，做到情况明、定性妥、数字
准 ；要 一 着 不 让 抓 好 问 题 整
改 。 巡 察 工 作 能 否“ 抓 铁 有
痕”，关键看巡察整改能不能

“踏石留印”。既要集中精力
强力抓整改，更要针对深层次
矛盾和体制机制问题，综合分
析、综合施策、完善制度，发挥
巡察标本兼治的战略作用；要
强化协作用好巡察成果。要
切实抓好巡察发现问题线索
移交，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政
法机关等有关部门要优先办
理、快查快结，确保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蒋英臣 董逸）

市委召开巡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听取十二届市委
第六轮巡查情况汇报

昨天上午，二实小教育集
团全体师生欢聚操场，举行了
以“‘音’‘诗’‘画’颂师恩”为主
题的升旗仪式。美妙的童声响
起，高年级队员用天籁童音给
老师们送上最朴实的祝福；中
年级的同学深情吟诵小诗《老
师，您好》，向老师们表达了最
真诚的感谢；低年级的小小“新
竹娃”们用一笔一画绘出了“最
美童画”，寄托着他们对老师最
真切的祝福。

王钰 毛翠娥 图文报道

“音”“诗”“画”
颂师恩

本报讯 9 月 7 日，主题为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
人，推进常州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常州市教育系统第 34 个教
师节庆祝大会在环球恐龙城大
剧场举行，整场大会通过不同
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弘扬师德
正能量，树立好老师榜样；另一
面帮助青年教师坚定“师业”，
提升“师能”，唤醒“师爱”，成就

“师风”。
会上举行了“龙城教育英

才奖助基金”成立仪式。该基

金由金土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
司等我市知名企业及企业家
捐款成立，包括多个奖励、资
助项目，用于奖励办学成果突
出的校长、一线优秀教师和班
主任，资助特困教职工。基金
中的一个公益奖励和资助项
目——“龙城教学成果奖”现
场颁发，我市 13 个国家级基
础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教学
成 果 一 、二 等 奖 项 目 获 得 奖

励。
大会还为当选为江苏省第

十五批特级教师和常州市第二
批特级校长的老师们颁奖。全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德育先进
工作者、师德模范和首批 170
名“三级”班主任名单同时公
布，他们中的代表也分别获得
颁奖。

刚刚加入教师队伍的新教
师代表们，现场进行了庄重的
从教宣誓。

（教宣 毛翠娥）

“龙城教育英才奖助基金”成立

本报讯 9 月 9 日，首届江
苏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论坛在
常召开。全省青年社会组织骨
干代表、青少年事务社工代表、
新兴青年群体代表等 200 余人
参加活动。

论坛以“新时代青年社会
组织的发展与未来”为主题，
通过专家主旨演讲和典型经
验分享的方式，着重围绕引导
全省青年社会组织健康有序
发展，凝聚青年力量参与社会

建设，助力江苏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讨。

据了解，目前，江苏各级团
组织直接联系服务青年社会组
织达 3025 个，建立省、市、县

（区）、街道（乡镇）等青年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平台共 525 家。
2017 年，全省青年社会组织共
承接政府购买项目 492 个，受
益人数达189万人。

（吕亦菲 龚青轩）

首届江苏省青年社会组织
发展论坛在常召开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称之
为秋高气爽一点都不为过，阳
光不晒，气温不高，还有微风
吹拂，很多小伙伴为此已经开
始给家里的空调放假，盖上了
薄被。

据市气象部门预计，本周
我市天气以阴天为主，最低气
温有上升趋势，在 19℃~24℃
左 右 ，最 高 气 温 则 在 26℃ ~
30℃之间波动。13日前后，受
副热带高压控制，预计会有一

次降雨过程，气温变化不大，
届时闷热感恐会再次降临。

在冷空气的影响下，眼看
秋姑娘的脚步越来越近，江南
一带普遍呈现出气温下降，体
感逐渐舒适的情形。但是本
周开始冷空气影响逐渐趋弱，
副热带高压将重新掌控节奏，
气温可能还会有所起伏，重新
站回30℃以上，气象学上的入
秋还待时日。

尹梦真

秋姑娘脚步近了，本周以阴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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