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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南通市安全警示
教育体验中心对外开放，这是我市创
新安全生产教育形式，设置模拟场
景，开展警示教育，实施全员安全素
质提升和企业产业工人安全生产能
力提升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我
市安全生产教育实践基地与应急科
普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一大进展。

南通安全警示教育体验中心总
面积约630平方米，设置了生产安
全和公共安全两大警示教育体验
区。在生产安全警示教育体验区
内，又分为危险化学品作业、涉氨制
冷作业、粉尘爆炸、有限空间作业、
焊接动火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
7个功能区，涵盖安全生产各重点

行业、重要领域及重点部位。每个功
能区都配有安全警示教育、培训模拟
体验、安全知识测评等。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体验中心一改往日说教式的安全教育
模式，通过场景模拟、隐患排查互动体
验、VR技术等新颖的展示形式，让体
验者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掌握各类生
产安全知识，使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并
落实到具体生产中，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悉，南通安全警示教育体验中
心免费对外开放，但考虑到疫情防控
等因素，目前仅接受企业、学校等机构
集体预约，暂不接待个人预约。

记者俞慧娟

东西牵手 缘起百年

当我们以今天为时间坐标、
以百年前的彼刻为起点，追溯东
西部教育深情牵手“援”在智力的
远见卓识，不由得想到一个人、一
份建议。

张謇是南通的一张名片。溯
源南通优质基础教育的根基，人
们常会想起张謇先生；回望用教
育支持西部发展的源头，人们同
样会想起张謇先生。

作为爱国教育家、企业家的
典范，张謇先生倡导“父教育、母
实业”，他以大生实业为后盾，在
家乡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其中
包括中国第一所民立中等师范学
校、第一所纺织工程学校、第一所
农业学校、第一所水利学校、第一
所盲哑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构
建了集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于一体
的金字塔式教育架构，为尊师重
教奠定了硬件支撑和人才基础。

张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
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
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
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在经营南
通时，他的目光已远远投向西部。

1913 年，27岁的甘肃青年
牛载坤从京师大学堂测绘科毕
业，未及回乡便邀约志同道合者
南下寻找救国之策。在南通，他参
观了南通师范和大生纱厂，见到
了年长33岁的张謇先生。会面
时，牛载坤谦虚地执弟子礼，然
而，张謇赞赏牛载坤胸有宏图，以
朋友身份相待。在回答牛载坤之
问时，张謇说：“西部的发展与建
设应首先重视教育。”这席话成为
牛载坤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回
到家乡后，牛载坤创办了多所学
校，并对家乡教育发展做出了规
划，其间，张謇先生应邀为牛载坤
家乡的学校书写“树风学校”的匾
额，并以通州师范“坚苦自立，忠
实不欺”八字校训相赠。此后，牛
载坤为西部的教育事业作出诸多
开创性贡献。

20世纪90年代，张謇故里
与牛载坤的家乡甘肃康乐再续前
缘。经众多江海志愿者牵线，形成
以虹桥二中为主体，包含西部送
教、专项捐赠、培养教师等多种方
式的教育教学交流，为西部脱贫
贡献了南通力量。虹桥二中“情系
西部”特色活动发起人、第一届康
乐班班主任、康乐教育基金会秘
书长朱国云介绍，今年是虹桥二
中“情系西部”特色活动开展的第
21个年头，康乐县每年选派优秀
贫困学生到虹桥二中免费就读初
中，学子们大多以优异成绩考取
了当地的省重点高中，多人进入
全县前十名。他们在改写自己人
生轨迹、改变家庭命运的同时，也
改写了康乐县的教育史。

并肩作战 桃李芬芳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
在智上。

新时代南通支教首创于宁
蒗，攻坚于西藏，收获于西部。在
东西部对口支援中，南通优质基
础教育已经成为援陕、援甘、援
宁、援青、援新的主力军。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
智”，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在全力打
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时代，南通教育西部支教
也已悄然形成教师群体、校长群
体、志愿者群体三个品牌。他们
聚焦基础教育，实施组团式支
教，促进了西部区域教学质量整
体提升。

9月7日，省委宣传部授予海
安市宁蒗支教教师群体“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南通市委、市政府
作出了向海安宁蒗支教教师群体
学习的决定。

南通支教老师引进和运用
“让学引思”先进教学理念，将高
效课堂建设落到实处。

“南通老师善于和同学们交
流，提问时善于启发，也能给学生
独立思考的空间。”西部的教育同
行由衷地说，他们从南通老师身上
学到了尊重、欣赏、启发，从而用更
大能量去唤醒孩子们的心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在西藏、在新疆、在青海，这句
话一次次从南通校长身上得到了
印证。

“亲历教育改变孩子的人生，
是作为教师特有的幸福和自豪。”
李明生对此十分欣慰。作为西藏
江苏实验中学的首任校长，他扎
根在天高云淡的藏区，把学校办
成了西部民族地区一流水准的示
范学校，被藏族同胞称赞为“家门
口的内地西藏班”。

东西部地区教学水平差距明
显，受援地学生普遍存在基础知
识相对薄弱的问题，当地老师的
业务能力、专业素养也存在短板。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贵德中学
是一所有78年历史的老牌学校，
南通老师钱鑫来此担任分管教学
的副校长。每当老师们有教学困
惑、教学设计难点、教材解读盲点
时，他总是给予细致耐心、热情全
面的解答和帮助。一个月后，老校
长退休，黄南藏族自治州经过慎
重研究，破格任命钱鑫为校长。

“我们不但建立了一系列健
全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学校稳步有
序开展工作，还通过师徒结对方
式，提升当地老师的专业素养，
为学生成绩的提高培养了后备军
力量。”肩负教书育人使命，扛
起学校教学管理责任，新疆伊宁
县二中校长周云旗带领同事一起
让这所新学校迅速走上了正轨。
45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
距离，更意味着环境气候、风土
人情的差异。有些孩子学习基础
较差、读书热情不高。周云旗利
用最短时间摸清学生状况，确立
学校发展思路，以德育为先，以
活动为载体，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并将所有工资和奖金都用在

了学生们的身上。援疆6年，周云旗
把南通先进教育理念播种在伊宁课
堂，改写了当地从未有人考进清华、
北大的历史。

大爱同心 薪火相传

“西部师资力量短缺，是目前教
育扶贫最大的阻碍。”昨天，谈及支
教感悟，第21届南通大学莫文隋研
究生支教团团长钱颖科希望有更多
志愿者加入支教队伍中，举大家之
力、集大家之智，共同为孩子们插上
腾飞的翅膀，让他们享有同样出彩
的人生。

今年9月，回到校园继续学业
的钱颖科、朱彤、郑鹏燕、王晓亮，常
常想念巴颜喀拉山北麓至龙羊峡间
格外清澈的黄河之源，想念天真无
邪的藏族孩子们。他们说：“支教生
活，是今后人生路上最美好的回忆、
最珍贵的财富。”

从扬子江畔到三江之源，克服
高寒缺氧的环境，克服远离故土亲
人的不适，克服生活、文化、语言上
的差异……作为第21届南通大学
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成员，4名同
学在青海省贵德县度过了难忘的
一年。

去年暑假，刚刚完成本科学习
并考上研究生的钱颖科和朱彤、郑
鹏燕、王晓亮，决定休学一年，代表
南通大学莫文隋研究生支教团支教
贵德。莫文隋的原型是南通大学的
一位老师，他帮助别人不留名，成为
凡人善举感动中国的代表。自2015
年被教育部、团中央批准为中国青
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
团项目实施高校以来，南通大学招
募5届学生赴青海贵德县开展为期
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

2019年8月7日，江苏省委书
记娄勤俭在青海考察时，专程看望
慰问了支教团。今年7月10日，支教
团4位同学联名给娄勤俭写信，汇
报了一年来支教工作的体会和收
获，表达了把“小我”融入“大我”、把
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
决心。令他们倍感振奋的是，今年暑
假，娄勤俭给第21届南通大学莫文
隋研究生支教团回信，对他们一年
来的支教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希
望同学们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
的中国梦，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刻
苦学习、全面发展。

如今，第22届南通大学莫文隋
研究生支教团奋力接棒，继续在西
部热土奉献青春才智，守护孩子们
的梦想，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发
展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
里航。

无论云南、新疆、青海还是西
藏，在那遥远的地方，无不成为支
教老师的第二故乡，成为他们奋斗
的另一个战场，更成为人生中最难
忘的回忆。他们以梦为马，跨越万
水和千山，只为将知识的种子播撒
在广袤的西部大地上，让生命绽
放出智慧之花，为孩子托举起明
天的太阳。
本报记者朱晖斌 朱蓓宁 彭军君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之年。教育
扶贫，正是南通开展东西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的生动注脚。今年教师
节，南通西部支教群体的凡人善举
再度引起各方关注，先行者开创的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的理念
已经成为东西部的共识。

③

无论云南、新疆、青海还是西藏，在那遥远的地方，南通支教老师跨越千山万水，
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西部大地上，为孩子们托起明天的太阳——

西部支教，为脱贫攻坚注入南通力量

设置模拟场景 开展警示教育
南通安全警示教育体验中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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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下午，全市检察机
关司法警察执法规范操作汇报演练
活动在海安市检察院举行，对全市
检察机关法警开展实兵检验。全省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部门相关负责人
现场观摩点评。

近年来，我市两级院法警部门
主动适应司法改革，全面融入检察
中心工作，依法履行司法警察职
能，在服务疫情防控、保障监督办
案、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绩。去年，我市获得全省检察
机关司法警察警务技能汇报演练一
等奖。

今年，市院法警支队于7月开始
组织筹备本次竞赛活动，全市9个基
层院组成7个代表队，共50多人报名
参赛。在8月18日举行的初赛中，7
个代表队经过近3小时的紧张角逐，
最终海安市院、崇川（开发）区院、通州
区院和如皋市院入围决赛。

当天，4支队伍分别演练了公开
听证现场、办案中心调解室、办案中心
讯问等场景及突发情况的处置。省检
察院法警总队领导及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市警校特警教官组成专家组，对各
支队伍的表现进行现场评分。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卫健
委获悉：我市深入实施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
市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建成中医馆，30%以上社区
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建成中医
阁。今年42个中医馆申报中央配
套资金，再加上79家中医馆已申报
中央配套资金，全市121家中医馆
已申报中央配套资金共1225万元，
极大改善了基层中医馆基本建设。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我市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救治
工作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极大改善
了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通过大
力推进中医经典病房建设，全市建成
中医经典病房239张，目前中医经典
病房出院病人3922人，住院病人中药
饮片使用率超过80%。

此外，我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全市7名名老中医
荣获省级名中医称号，省名中医数
列全省第二位；30名中医药人员荣
获市基层名中医称号；2名民间中医
药人员通过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
员师承资格考核；全市省以上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分别设立24家传承工作站，培养
继承人116人。 记者冯启榕

南通中医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所有乡镇卫生院建起中医馆

检验执法规范操作水平

我市检察法警开展实兵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