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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校园 风采
九江科技中专成立
机电工程系和公共管理系
本报讯（高悦悦）为庆祝机电工程系和
公共管理系成立，1 月 4 日，九江科技中专
在行政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了简朴而隆重
的成立大会。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校长梅
芳田，党总支书记张小华，常务副校长刘自
亮，副校长熊斌斌、张剑，正科级干部胡业
树出席，各处室、系负责人参加。大会由常
务副校长刘自亮主持。
会上，校党总支书记张小华致辞，她对
机电工程系和公共管理系的成立表示祝
贺。她说，自九江科技中专和九江市机械
技工学校实行一体化办学以来，办学取得
了很大成绩，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办学实力
不断增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市编办
批复该校新增机电工程系、公共管理系两
个系，相信两系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够办出风格、办出水平，给学校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机电工程系主任曹斌华、公共管理系
主任梅家春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他们表
示，将在学校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带领系全
体教师，做好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等工作，
力促系部不断发展壮大。
市教育局党委委员、校长梅芳田表示，
机电工程系和公共管理系的成立，是九江
科技中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
大事。两系的成立，是学校统筹谋划、整合
教育资源、提升办学质量、推进学校发展的
重要举措，也是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的重要任务。他希望两系领导班子
能够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抓住发展机遇，
加强内涵建设，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努力打
造一支师德高尚、技能娴熟的师资队伍，共
同促进系部的发展壮大。

九江出口加工区学校
获评市第十一届文明单位
本报讯（张道碧）近日传来喜讯，经开
区的九江出口加工区学校等 3 所学校获评
市第十一届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在经开区领导下，九江出口加工区学
校在师生中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师生素养和社会
文明程度提高。获此殊荣后，该校将珍惜
荣誉，戒骄戒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坚持育人为本、
服务园区、依法办学的方向，为“五年再造
一个经开区”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九小教师市数学教学
基本功比赛获佳绩
本报讯（袁鑫华）新年伊始，
九江小学数
学教研组就传来捷报，在市教科所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举办的“九江市第四届小学数学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活动中，该校参赛的
四位老师：蔡升明、袁鑫华、叶振华、曹丽慧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获得一等奖的佳绩。
其中蔡升明、袁鑫华老师跻身前五，分别取
得第一名、第四名。这是该校数学教研组在
狠抓数学课堂教学，
注重教师专业成长的浓
浓教研氛围下，
收获的又一枚硕果。
九江小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培养教师职
业 和 专 业 素 养、夯 实 青 年 教 师 业 务 基 本
功。在去年 10 月就组织开展了校级数学教
师基本功比赛，根据各项权重和评分标准，
选拔出以上 4 名教师参加此次比赛。并成
立了以万里春校长、彭莹主任为领导的科
研团队，发挥团队力量。四位选手认真准
备、精心备课，最终在全市众多选手的激烈
竞争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示了该校教师队
伍扎实的理论功底、优秀的教学素养。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与九江一中师生交流：

兴趣是人生成长第一要务
本报讯（熊丹）1 月 8 日，浔城已飘起了
小雪，九江一中却暖意融融。学生们从教
室 里 走 出 ，正 要 赶 去 听 一 场“ 特 别 ”的 讲
座。这场讲座的主角是一位满头华发的七
旬老爷爷，他缓慢地走向讲台，向同学们娓
娓道来……
这位老人就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
究员、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2 月担任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1999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1 月担任北
京大学校长。
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九江一中校长万
金陵热情接待了许院士一行。许院士首先
来到信华楼一楼办公室，亲自为九江一中
写下了“格物致知，心正意诚”八个大字！
随后来到致远楼学术报告厅，为高一、高二
四个理科培优班学生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
讲座。
讲座之前九江一中生物组青年教师何
卿老师向许智宏院士上了一节汇报课，何
老师的精彩讲解获得了许院士的赞许。
随后，许智宏院士为学子们展开了一
场生动的主题讲座。讲座的一开头，这位
满头华发、气质儒雅、亲切和蔼的“许爷爷”
并没有讲什么深奥难懂的专业知识，而是
给学生们讲起了自己的童年爱好。因为从
小在太湖边长大，许院士对太湖周边的动
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观察太湖
边上树木的开花结果，喜欢看太湖里的鱼
虾在水中摇曳的样子……渐渐地，他在发
现了自己的兴趣之后，明确了奋斗目标。
许院士说之所以要讲这段经历，是为了鼓
励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内应该各有所好，对
自己的兴趣爱好能深入研究。在读书之余
善于思考自己未来的道路该如何选择是很

教师 论坛

许智宏院士和九江一中师生合影。
许智宏院士和九江一中师生合影
。
（邱武飞 摄）
重要的。许院士还开玩笑地说起了曾与中
国农业大学擦肩而过的经历。谈到自己在
填报高考志愿时还曾填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园艺、果蔬等专业。
在讲座中，许智宏院士多次提到人的
可塑性。他列举了现在很多学生、家长在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在对专业选择的迷茫，
甚至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对所
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兴趣的问题，还有现在
一些家长的观念里认为孩子能一考定终
生、一步到位。许院士用北大校友俞敏洪
从一名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一步步成为成
功的企业家的例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
驳，人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并不是你选择了
哪个专业就只能在那一方天地里有所作
为。对于广大初高中阶段、乃至大学阶段
的学生来说，现阶段的学习只是为未来打
牢基础，所以学生们大可用平和的心态去
面对自己的专业选择、职业选择。许院士

鼓励同学们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不应该
只看中物质方面的因素，更应该大胆选择
自己的兴趣学科，并且关注自身全面发展。
讲座的最后环节，许院士从专业的高
度向同学们讲解了生物学领域细胞分裂现
象，并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谈到了这一问题
的医学意义。一场讲座下来，许智宏院士
讲座更像是一位长者的谆谆教诲，给在场
的每一位学子带来了前行的动力。
讲座结束，许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专访，他希望现在的年轻学子要学会感恩，
感恩爸爸妈妈的养育和学校、社会的培养，
不要什么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父母
亲要帮助孩子发现兴趣点，通过搞一个小
实验，参加一个素质教育的活动，发现培养
孩子的兴趣，帮助孩子们快乐成长。他也
建议传媒多传播一些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生
平故事，展现他们的精神，来影响帮助年轻
人成长。

共创成长路上，我们且歌且行
□ 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桂筱惠

“这是我们小组制作的海报：网上交友
身游戏“你是我的朋友”来引起动机——
要注意的地方——不能透露个人信息，
要考 “网上交友”。导师播放短剧“网上情缘”，
虑交网友对学习、生活造成的影响。尽量不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1）故事的主角茜茜应
要和网友见面，
见网友要学会擒拿术……”
该凭什么去判断网友 Joe 是否值得相信？
“这是我们组制作的海报小贴士：不能 （2）如果你是茜茜，你是否会赴约？学生
轻信网友，见面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结
讨论后，汇报结果。导师总结网上交友需
伴去，要去人多的公共场所，要与网友保持
要运用理性思考，谨慎考虑对方背景、结
一定的距离。
”
识网友的动机，做决定前要考虑后果。学
“我们制作了网上交友歌——网上交
生展开小组创作活动，利用创造性思维处
友需慎重，别把生命当儿戏，安全考虑助自
理结交网友的方法，如如何防止落入网上
我，安全时刻在心中。
”
交友陷阱的“贴士”。在此过程中，导师鼓
一张张制作精美、图文并茂的海报在
励学生平时多运用不同的思维技巧进行反
师生面前展示着……
思，以免像故事里的主角一样落入陷阱。
这是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初一（1）班
导师在课程结束前，引导学生静默片刻反
的同学们在依次介绍他们制作的海报。
思并填写“成长拼图”。通过这堂课同学们
这是九江田中每周一次的共创课。当
都明白了在网络生活中要多运用不同的思
日的内容就是《网上情缘》。课程首先以热
考技巧进行反思，以免自己落入陷阱、置身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市中心幼儿园

九江实验中学党员教师赴乡村义务劳动
本报讯（熊晶晶 盛青 胡忠民）1 月
11 日，九江实验中学部分党员教师在校
长胥明辉、党总支书记邹弟东率领下来
到庐山市蛟塘镇芙蓉村胡龙星村民家，
开展义务劳动党员主题日活动。
实验中学党员教师甩开膀子、热情
高涨，在胡龙星村民家里屋外清理垃圾、
锄除杂草、平整土地、整理家物，尽管天
气很寒冷，但是大家热情似火，干劲十
足。党员干部齐上阵，不怕脏、不怕累。

于险境。
课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在这个年龄里
的他们很多事情似懂非懂，这样的课给他
们点亮了明灯，指引着正确的方向。他们
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课程。
九江田中的“共创成长路”这门德育课
程作为体验式课程，安排的都是学生参与、
体验、思考以及师生之间互动、讨论、分享，
以达成引领学生朝正面方向发展的目标。
课程活动有趣，并实现了课程深层次的目
标，即成长。
在学校的全力推动下，
“ 共创成长路”
已成为九江田中特色德育精品课。通过全
面的培训活动，课程培育了青少年各方面
的能力，加强了青少年与他人的联系，建立
了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标准，促进了青少
年的全面发展。

清扫后的房前屋后，卫生面貌一新，干净
整洁。实验中学党员教师的义务劳动受
到村民、村干部的一致称赞。
通过开展义务劳动党日活动，不仅
激发了实验中学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
精准扶贫的热情，让广大党员教师为美
丽乡村建设贡献一己之力，还增强了党
员干部服务人民的责任意识，发挥了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树立了实验中学党
员教师良好的形象。

开讲专题党课
本报讯（秦恋）1 月 9 日下午，九江市
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学习十九大精神”专
题党课，全园 30 余人参加了学习。
本次党课的主题为“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做最真诚的幼儿教育”。主讲人刘
英副园长，结合自己从教 30 余年的经
历，用生动朴实、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阐述了作为一名党员教师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老师们边听边做笔记，观看
视频短片时，
纷纷被感动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