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袁由中国计算
机学会主办的第 24届全国青少
年 信 息 学 奥 林 匹 克 联 赛
渊NOIP2018冤 普及组复赛成绩揭
晓袁我区华罗庚实验学校汪文韬尧
邹佳辰同学双双获得一等奖遥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
克联赛是一项面向全国青少年
的活动袁 由中国计算机学会统
一组织袁 自 1995年以来袁 至今
已成功举办 24次袁 与数学尧 物
理学尧 化学尧 生物学并称全国
五大学科赛事袁 也是与国际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同步进行的
一项竞赛活动遥

本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联赛江苏赛区复赛在南
京航天航空大学举行袁 来自省
内 133所中学超过 1500名优秀
学生和指导老师参赛遥 比赛分
为普及组和提高组两个类别袁
重点考察学生对问题的分析理
解能力尧 思维创造力尧 数学建
模能力尧 驾驭编程语言的能力
和编程技巧等遥

近年来袁 在区教育局和科

协的关心支持下袁 华罗庚实验
学校先后成立了 野Robot创意工
作室冶尧 野蒲公英创客驿站冶尧
野信息奥赛训练营冶袁 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多项科技类竞赛活动
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袁 这些活
动和项目的开展袁 发现并培养
更多信息技术特长学生袁 提高
他们学习信息科技的兴趣袁 引
导和助推其成长尧 成才袁 有效
促进了我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水平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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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40年不过弹指挥间袁但对于我国教育发展而言袁近 40年的变革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遥 兴起于改革开
放之初的我国教育事业革新袁是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选择遥经过 40年的洗礼袁教育改变中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遥伴随
着改革开放袁金坛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袁着力改善办学条件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袁全区教育
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遥

金坛：强国利民办教育 均衡发展惠全民
李蕾 史燕婷

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教
育是从恢复高考走来的遥 恢复
高考不仅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
大幕袁 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第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遥 恢复
高考制度意味着正常的教育秩
序得到了恢复袁 为广大青年打
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袁 更恢复
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袁 在全社
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尧 重视教育
的风气遥

1983年袁 我国高校首次实
行定向招生尧定向分配袁那年全
国有 167 万考生参加考试袁而
录取率只有 23.4%遥 当时袁大学
毕业是包分配的袁 意味着考上
大学就能吃供应粮尧 拿到城市
户口袁因此袁很多学生都把高考
作为通往城市的敲门砖遥 当时袁
17岁还在原水北中学读书的徐
小明也报名参加了那一年的高
考袁并被苏州大学历史系录取袁
成为班里仅有的两名上榜生遥
1988年袁徐小明大学毕业袁被分

配到水北中学做教师袁1994 年
调入华罗庚中学任高中历史老
师袁回想一路走来的这些年袁徐
小明感慨万千袁 命运从那一个
点开始改变院野如果没有考取大
学袁我就会回到农村去袁当时农
村能提供给青年的发展机会尧
就业机会很少遥 农村学生回去
后袁基本上还是种田遥 冶

40年袁弹指一挥间遥金坛教
育事业蒸蒸日上袁 教育发展成
果花开满园袁 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新的奇迹遥 今年我区高考实
现了新突破,本二以上达线人数
1840人袁达线率为 93.16%遥 本
一达线人数 638人袁 达线率为
32.3%袁 比去年提高 3 个百分
点遥 400分以上 4人袁2人进入
常州市文理科前 10 名袁1 人被
清华大学录取遥 华罗庚中学本
一达线率 72.62%袁 比去年提高
8.4个百分点袁第一中学本一达
线率 34.35%袁比去年高 10个百
分点遥

从野万里挑一冶到野百花齐放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

位置，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

石，改革开放以来，金坛教育一直走在改革前列，坚

持依法治教、科学治教、从严治教，致力于办最适合

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全面统筹推进教育创新与事

业稳定发展。

当前袁互联网尧人工智能尧区
块链等新技术正引发全球新科
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遥 野互联
网+冶进入中国以来袁给现代教育
带来了颠覆性尧 革命性的影响袁
信息化在教育改革之中袁从辅助
教学变为深刻变革教育遥为推进
教育信息化袁积极构建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袁实现教
学手段尧学习方式在信息化建设
背景下的有效转变袁对照江苏省
教育装备 I类标准袁2018年我区
共计进行公开招标尧 询价采购尧
实物配发尧 单一来源采购共计
200余次袁 成交金额 3500万元袁

资金节约率为 11%遥 采购电脑
1320台尧 投影机 320 台尧 展台
350台尧触控一体机 168台尧学生
课桌凳 9000套尧 图书 4.9万册尧
录播教室 5套尧纳米黑板 15块遥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校长尧党总支
书记谭瑞军告诉记者院野我校教
学与信息新技术应用深度融合袁
所有教室全面配置了液晶触控
一体机袁教师课堂教学方式改变
了袁几乎完全看不到以前挂黑板
写板书的场景袁 教学资源丰富
了袁课堂时间节省了袁师生的互
动也多了袁老师们也不用再过吃
粉笔灰的日子了遥 冶

区委尧区政府以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为目标袁加快推进良常实验学
校尧尧塘中学尧尧塘中心小学尧西城
实验幼儿园尧华罗庚中学滨湖校区
等学校建设项目袁以增强优质学位
供给能力袁 缓解城区入学压力袁全
面彰显教育惠民成果遥加强学校建
设的同时袁 不忘校园安全设计袁为
解决野毒跑道冶隐患袁我区 2018年
投资约 3500万元为 20所学校以
及幼儿园实施运动场地塑胶化建
设袁截止目前已经全部完工袁并且
全部通过了省权威部门的检测袁确
保了质量和环保袁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遥其中金坛华罗庚实验学校
新城分校新建塑胶运动场已通过
新国标验收袁是全省第一块新国标
塑胶运动场遥

强化硬件建设袁让学习更智能尧更安全

改革开放 40年的教育发展
历程袁 不断地作出适时的调整与
创新袁维护制度化尧实体化学校教
育的秩序袁同时激发其内在活力袁
以保障和促进教育的现代化发
展遥从立足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袁
强化教育的经济功能袁野多出人
才袁快出人才冶袁逐渐形成基于训
练尧考试尧竞争的野育才冶模式袁逐
步转向野幼有所育尧学有所教冶的
野育人冶模式袁逐步摆脱工具价值袁

回归育人本质袁 正如徐小明对现
在高考制度的看法院野高考是我们
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拔人才的
制度袁但并不是说袁只有通过高考

人生才能幸福袁 人生幸福的道路
是很多的袁 高考只是人生当中一
个环节或一个方面袁 每个人都可
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遥 冶

采访札记院

40年的教育改革始于思想
解放袁源于理论创新袁兴于制度
变革袁表现出从跟跑到领跑的发
展态势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袁围绕野教育本质冶的大讨论袁
极大地推进了思想解放袁使教育
回到野育人冶的初心和本分上遥为
解决野读好书冶的诸多难题袁我区
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
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袁 着眼于
野公平尧协调尧素质尧质量尧均衡冶袁
巩固提高公办教育质量尧大力发
展民办教育尧 打造品牌学校尧提
高师资水平袁不断促进金坛教育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遥

通过 40年的发展袁我区教育
体系趋于完善遥 学前教育到老年
教育尧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尧学历
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袁职

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融通遥 同
时袁教育惠民全力推进遥热点高中
统招名额分配比例达 70%袁 取消
高中择校生遥 2009年袁我区茅麓尧
罗村和西阳 3所小学顺利通过了
优质学校创建验收袁 优质学校的
比例超过 95豫袁位列常州第一尧全
省领先遥同年袁金坛义务教育高位
均衡发展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遥

有效加大办学模式改革创
新力度袁以点带面袁推进我区优
质教育资源均衡覆盖遥 2018年袁
我区采取野外引内组冶的办法袁一
方面引进常州二十四中学品牌
和段玉裁中学组建教育集团曰另
一方面以本土优质品牌为龙头袁
将原教学片尧德育联盟进一步统
整优化袁 升格为集团化办学袁放
大名校尧 优质校的引领辐射功

能袁加快农村学校尧薄弱学校均
衡发展袁积极倡导学校间跨联盟
结对帮扶遥 研究出台叶金坛区义
务教育学校教师 野区管校聘冶管
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曳袁 统筹调
配着力解决 野学校结构性缺编冶
等问题袁全区义务教育学校 294
名教师交流轮岗袁初步缓解了城
乡学校编制松紧不一的矛盾袁实
现了教师资源在城乡之间尧教学
片和集团内部的有序流动遥

建立覆盖所有学段的帮困
助学体系袁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
贫困而失学袁人民群众对教育满
意度不断提升遥 2018年发放教
育救助资金 666.02万元袁惠及学
生 3259 名曰推进野校车安全冶工
程袁全年预计支出学生乘车补贴
500 万元遥 继续保持公办学校
100豫接纳外来务工子弟袁 确保
了所有外来务工子弟享受和本
地学生同等就学的待遇遥

野一个不能少冶袁均衡教育资源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袁区广播电视台尧区教育局在全区中
学生中开展野我与改革开放 40周年冶征文活动遥

此次活动共收到全区 20所中学选送的 146篇征文袁 经专家
认真评审袁17名同学分别获得一尧二尧三等奖袁30名同学获得优秀
奖袁7名老师获优秀指导老师奖袁10所学校获优秀组织奖遥 11月
30日袁主办方为获奖者颁奖遥 邵桢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