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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讯讯
速速 递递

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和
高水平的教学。

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置身于历史
文化名城和教授之乡，将“求真求精、至善
至美”的文化品格，外化为高质量师资的打
造和高水平教学的锤炼，一以贯之，名师优
教，师生共进，相映生辉。

从培育好教师做起
师资是学校教育的基石。
不久前，教育部国家级师资培训项目

花落校园，这意味着陶都中专的教师发展
有了国家级平台的支撑，也证明了陶都中
专的教师发展策略得到了最高层级的认
可。多年来，陶都中专紧盯“继续保持教师
队伍建设在省内领先地位”的要求，花大力
气，下细功夫，开展了梯次分明、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师培工作，不断更新教师的教
育理念，提升他们的现代教育能力。其中，
推进“三青”（青椒、青柑、青团）培训，促进

“三术”（教术、技术、学术）成长最为引人瞩
目。“三青”培训项目助力青年教师，加速从
及格到合格进而升格的转变，为学校储备
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三术”是学校为每一
位教师规划的成长路径。学校通过“请进
来、送出去”跟紧时代发展，请教授、名师进
校解读教育政策，更新教育理念。请企业专
家进校介绍行业企业发展情况。送教师参
加各级各类培训，学习先进理念，汲取先进

经验。送教师进企业深入了解岗位需求，掌
握行业动态。

还是看一组数字，感受一下陶都中专
师资队伍的强大吧。这里有正高级教师2
人，高级教师162人，研究生以上教师64
人，无锡市、宜兴市两级教学能手、新秀
158人，省市技能大赛金牌教练12人。

从创新好课程抓起
教学的活力在改革，改革的关键看

课程。
早在五年前，陶都中专就已经是江苏

省课程改革实验学校，课程改革始终走在
全省前列。近三年来，学校更是抓住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契机乘势而上，遵循“立足应
用、需求导向、校企合作”的原则，分层次、
分类别、分阶段推进课程建设，整体提升了
学校课程建设水平。

学校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结合相
关企业的需求，确定项目化改造的课程，然
后引进企业元素，将企业生产场景融入课
堂教学。设计学习项目，开发项目化教材，

从而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
的技术水平。

为了提高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
升综合素养，学校结合社会需求，围绕文化
素养、美育素养、健康素养、劳动素养、专业
技能，开设了礼仪、书法、绘画、音乐、文学
欣赏、茶艺、国学等近70门校本选修课，供
学生选择，让学生在不同的体验中发展自
己的能力和特长。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学校的市级精品
课程已经达到30多门，素描、液压传动等
精品课程涵盖了学校主要专业，呈现出个
个专业有精品课程、无论课堂内外都成才
的良好局面。

从探索好教法改起
教法是一门艺术，是教育质量的关键。

近两年来，陶都中专从推行课堂“三化”教
学、课堂进企业、课堂进云端三个方面推进
教法改革。

陶都中专在理论课教学中大力推行
“教学内容生本化、教学过程活动化、教学

评价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新模式，创设贴近
学生的学习场景，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
动，让学生在交流、合作、评价等活动中深
度学习知识，获得积极体验，从根本上提高
学生的学习意愿，激发课堂活力，扩大学习
成果。

课堂联通车间，作品联通产品。他们
与鸿禧云集公司、宜兴万宝陶瓷有限公
司等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尝试学校课程
进企业，实现了校企一体化育人的新突
破。与水墨田园温泉度假酒店联手实施

“彩虹计划”，合作开展技能实训，让旅游
服务类专业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掌握真
本领。

“互联网+”风起云涌，移动浪潮方兴
未艾。学校追赶时代浪潮，将课堂搬上“云
端”，56门课程发展为线上课程。尤其是
今年疫情期间，学校全面开展线上教学。
马宇民、刘炜杰、王国军等省、市名师工作
室持续分享在线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文
章以及典型案例。复学后，教师们继续开
展“云端”教学，将学习重点、难点制作成微

课、专题课上传到“云端”，打造了全天候的
移动课堂。

名师优教聚合力，传道授业勇探索。改
革中的陶都中专以高质量的师资和高水平
的教学，真正成为莘莘学子的成才之地。

（董立平 徐长波 王 坚）

名师优教聚合力 传道授业勇探索

江苏省陶都中专教学改革在路上

广告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日前，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从市医
疗保障局获悉，从7月4日起，我
市执行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出台的
《关于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等项目价格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明确了相关
检测项目的价格，以及医保报销
方式。

根据《通知》要求，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PCR法）项目价
格调整为120元/次（含试剂盒等
耗材）；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包括
总抗体、lgM、lgG）项目价格调
整为 40 元/次（含试剂盒等耗
材）。两项检测项目价格调整
后，均为之前价格的一半，且调
整后价格为最高指导价，不得上

浮。《通知》同时规定，核酸检测
项目的相关费用，可以“刷医保”
报销，医保支付方式分为三类：
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检测
费用由医保基金和财政资金分
担，个人零负担；应检尽检人群
中的发热门诊患者和新住院患
者，可免费检测一次；其他自愿
检测的人群，费用由个人负担，
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划卡支付，
个人账户中没钱的全自费。

此外，《通知》还规定，公立
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
所使用的体外诊断试剂属于政
府调拨、社会捐赠的，不得向患
者收取检测费用；患者住院期间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不得超
过2次。

本报讯（记者何洁蕾）暑期
即将来临，为了帮助远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天峨县三堡
乡的贫困学生解决上学问题，
由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发起的

“献爱三堡乡”助学活动第八季
即将起航。待今年秋季开学
前，所有爱心款将汇给三堡乡
18名结对受助学生，帮助他们
完成学业。

三堡乡位于天峨县东北部，
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距离县城74
公里。由于高山环绕、交通不
便，这里经济不发达，孩子们学
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2013年，
我市大学生潘鸣晨赴三堡乡支
教的故事，经《宜兴日报》连续刊
登后，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不少市民表达了要献爱心的愿
望。2013年3月，“献爱三堡乡”
助学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开展
以来，爱心如涓涓细流，绵延流
长。截至2019年，三堡乡结对受
助学生增至18人，宜兴各界在该
活动中共捐献了价值超20万元
的钱物。

根据活动初衷，“献爱三堡
乡”助学活动每年会对每位结
对学生资助 1000 元—2000 元
不等助学金，直至他们大学毕
业或因个人原因结束学业。三
堡乡政府也指定了一名副乡
长，专门管理由宜兴市融媒体
中心及宜兴爱心人士为孩子们
捐献的爱心款。对于这份爱
心，三堡乡的孩子们铭记于心，
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着宜兴市民
给予他们的帮助。一些结对学
生还常写信来宜，汇报自己的
学习情况，感谢宜兴市民的爱
心帮扶。

随着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献
爱三堡乡”助学活动第八季即将
起航，连日来，往年参与结对的
企事业单位及爱心市民纷纷致
电本报，表示愿意继续参与该项
爱心助学活动。同时，我们也期
待更多的热心人士能够参与到
活动中来，用点滴爱心成就更多
三堡乡孩子的求学梦。有意者
可拨打本报“民生热线”0510-
87981161。

7月3日中午，在高塍镇经营一
家养生馆的贺中琴，见一些绿化工
人正蹲在店外的阴凉处吃饭，便主
动招呼他们到店铺的爱心驿站休
息。从2018年起，招呼户外工作人
员进爱心驿站休息，为他们提供方
便，是贺中琴一直坚持的事。

今年43岁的贺中琴，出生于高
塍镇一个特殊的家庭。由于母亲
身体不好，刚出生不久，她便被送
到姑姑、姑父家抚养。婴儿时期，
贺中琴睁眼比同龄人晚了许多，姑
姑、姑父带她四处求医，却依旧没
能治愈，落下了视力残疾。虽然她
看起来跟常人无异，可实际上右眼
近视超2000度，除了能感受到微弱
的亮光外，几乎看不清任何事物。
2006年，贺中琴和当时正在部队的
丈夫韩有刚相识、相恋，由此开始

了长达6年的随军生活。2012年，
考虑到家中父母身体不好，姑姑、
姑父年纪也大了，贺中琴便选择回
到宜兴，在高塍镇经营一家养生
馆，方便照顾家人。

由于贺中琴待人真诚热情，养
生馆的生意逐渐红火起来。2018
年，她的养生馆扩大规模，搬迁至
高塍镇远东大道一侧。在装修新
店时，贺中琴发现，附近一些绿化
工人、环卫工等户外工作者，没有
专门休息的地方，到了吃饭时间，
往往都是坐在花坛旁短暂地休息
用餐，有时遇上天气不好，连个遮
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这深深地
触动了贺中琴的心，为此，她特意
腾出一间23平方米的门面房，购置
了饮水机、微波炉、餐桌椅等设备，
专门供户外工作人员休息使用，以

解决他们面临的饮水难、吃饭难、
休息难等现实问题。当年，这个休
息室还被高塍镇政府授牌为“塍人
之美爱心驿站”。热心公益的贺中
琴，平时还主动承担高塍镇桃园社
区日间照料服务站日托室的工作，
在每周一为大家义务测量血压、血
糖等，若是老人、环卫工等身感不
适，她还会免费为大家按摩调理，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实际上，贺中琴看似平静的
生活，也时常起波澜。2015年，贺
中琴的父亲突然脑梗中风，肢体三
级残疾。2019年6月，她的母亲又
被检查出患有胃癌，病情恶化得十
分迅速，短短一个多月便去世
了。“母亲的病来得这么急，我希
望她的病例能对医学上有些贡
献。”抱着这样的想法，贺中琴跟

父亲商量后，捐献出了母亲的遗
体用于医学研究。可随之而来
的，却是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认为
她没有让母亲入土为安，是不孝
女。不过，贺中琴对于自己的选
择却从未后悔，“相信母亲会理解
我的。”她坚定地说。

生活中，贺中琴总是告诉女
儿，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
此，她也以实际行动引导女儿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早在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时，当时
随军在部队的贺中琴，就积极响应
广西防城港市红十字协会的号召，
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随红十字
协会进行募捐活动，受到了当地红
十字协会的大力表彰。“人活着，不
能只为自己，也要为社会尽一份
力。”她说。

“献爱三堡乡”助学活动
第八季将起航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减半
“刷医保”可报销

贺中琴：
用热心公益点亮人生

□记者马溪遥

连日来，市新庄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在校园内开展“纸玩节”系列活动，通过“纸张的来历”“变废为宝”等作品的集中展示，让
学生们进一步了解纸的产生、来源以及纸的循环利用，引导学生们树立节约用纸的环保理念。

图为日前，该校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观看“纸张来历”作品展。 （记者 蒋 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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