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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名家培养对象余颖：

教育生命在求索中变得丰盈
从事小学教育33年来，余颖将教

育事业看作是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过
程，她发现、探索、创造，孜孜不倦，从
不言弃，带领着她的学生、团队一路追
寻，并让自己的教育生命在不断求索
的过程中获得丰盈和充实。

1989年从南通师范毕业后，余颖
入职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从登上
三尺讲台的那天起，她就暗暗告诫自
己，一定要无愧于教师这个神圣而光
荣的称号。

在工作中，她对每一位学生都倾注
了全部的师爱。为了加强家校沟通，她
设立“周末咨询窗口”，周末带着女儿坐
镇学校，等待学生前来咨询……她用拳
拳师爱为孩子编织起希望与梦想。

1997年，余颖从南通名校调入南

京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工
作。她虚心向斯霞、阎勤等专家求教，
逐步形成了“清新而深邃，灵动而扎
实”的教学风格。在多次赛课、开课的
过程中，她的沟通技艺、教学机智和反
省能力都逐步提升。1999年，余颖的
《应用题》一课获得了全国第四届优质
课评比一等奖。

自2012年以来，余颖意识到数学
游戏的价值与实践领域的缺失，逐渐
将目光聚焦到数学游戏课程的开发与
实践上。她倡导将“童心”与“爱心”相
遇，其构建的数学游戏课程引起省内

外专家及同行的广泛关注。“十三五”期
间，余颖先后成功申报江苏省前瞻项目
《“童心母爱”育人模式的实践建构与推
广样式研究》、教育部重点课题《“童心
母爱”育人模式的校本建构》，相关研究
成果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2015年12月，南师大附小组建推
广斯霞教育思想的载体——“童心母
爱”教育思想研究联盟，让更多的孩子
在“童心母爱”教育思想的润泽下茁壮
成长，吸引了省内外近20所学校加
盟。身为校长的余颖和她的团队定期
开展“斯爱论坛”“童心母爱研究联盟

教学研讨日”“南师大附小跟岗学习
周”等品牌活动，大力带动了所有联盟
校特别是薄弱地区学校的发展。学校
办学经验在全国基础教育高峰论坛，
第四、第五届全国教育创新博览会等
活动中专题展示。

近年来，余颖积极拓展国际交流，
学校先后与新加坡、加拿大、美国、澳
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学校建立友好
关系。2021年，余颖跻身“苏教名家
培养对象”。 冯启榕

晚报讯 2021年，我市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
覆盖所有定点医药机构、照
护机构，追回违规费用及处
违 约 金 、行 政 罚 款 共 计
12165万元。在省基金监管
考核中，我市位列第四。昨
天，市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全市基金监管相关
情况，号召医保基金各使用
主体“织密基金监管网，共筑
医保防护线”。

去年的专项整治中，我
市以医疗救助对象医疗保障
资金使用核查为突破口，利
用大数据筛查等方式，核查、
比对、锁定可疑线索问题，打
击定点医疗机构涉嫌“假病
人”“假病情”“假票据”“假服
务”等“四假”欺诈骗保行为，
并将具有南通特色的照护保
险服务列入基金监管范围。

医保部门实现了辖区内
3381家定点医药机构现场
检查全覆盖，全年共处理定
点医药机构3238家次，其中
暂停服务100家、解除协议
11家；对全市1.8万余名医
保医师实行信用积分考核
管理，对146人次医保医师
进行信用记分，共暂停或解
除医保医师资格 14人；市
本级还接受举报线索 15
例，全市共发放举报奖励金
额67643元。

在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相
关人员教育培训的基础上，
我市还结合全省首家“医保

基金反欺诈宣教基地”，组织开
展“四走进四服务”活动，常态
化警示教育超2万人次，并建
立社会监督员制度，实现政府
监管和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良
性互动。

围绕“部门联动”，医保部
门加强了与公安、检察、纪检监
察等机关的合作，向公安部门
移交意外伤害医保住院数据7
万多条，发现涉嫌骗保案件线
索 29 件，立案 12 件涉及 13
人，追回医保基金10多万元；
向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
124条。市检察院主动提供法
院判决线索4条，追回医保基
金5.8万元。

今年，我市将围绕制度改
革、思想引领、专项治理、提质
增效“四个不放松”，做好基金
监管工作，推动出台《南通市
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
制度体系改革实施方案》，开
展分层分类常态化培训、加大
基金安全宣传力度，持续开展
日常监督检查、异地交叉检
查，打击“四假”专项整治、“违
规收费”专项整治等，突显威慑
作用，切实扎牢医保基金监管
的笼子。

市医保局号召医保参保人
员、定点医药机构及各相关单
位，树立基金安全主体意识、妥
善保管医保凭证、自觉规范诊
疗行为，共同维护基金安全。
若发现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的违
法违规行为，请及时举报。

记者何家玉

去年处理定点医药机构3238家次，
追回费用及罚款超1.2亿元

我市持续推进
打击欺诈骗保

晚报讯 昨天，市公安
局对外通报，今年以来，南通
警方持续严打涉疫情防控违
法犯罪，共办理涉疫案件
1285 起 ，其 中 治 安 案 件
1279起、刑事案件6起，同
时强化现场理性文明执法，
规范执法语言和执法行为，
对3000余名试图不配合或
现场不配合疫情防控管理的
群众，予以劝阻和批评教育。

当前，南通疫情防控形
势虽持续向好，但依然复杂
严峻，风险随时随地存在，常
态化防控容不得丝毫松懈。

4月3日22时50分许，
民警在对崇川区某酒吧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酒吧仍在正
常营业，内有21名顾客和5
名工作人员，且在未取得娱
乐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负责人陈某相应的行
政处罚；对该酒吧擅自从事

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移交文化
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3月26日晚，男子李某在
朋友家饮酒后驾车冲闯启东市
海复镇东南公寓小区防疫检查
点，在民警处警过程中，拒不配
合并辱骂、推搡民警。李某因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阻碍执行
职务，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17日并处罚款，且涉嫌
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

3月 30日，王某涛、祁某
鹏、姚某瑶等3人由外省市中
高风险地区返回如皋市长江
镇，为逃避隔离，3人故意隐瞒
行程并入住宾馆。公安机关依
法对3人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
处罚，并将3人转运至集中隔
离点进行隔离。

4月21日晚，海门本地微
信群流传一段聊天截图称自己
接到内部消息，海门明天要封
城，不能出小区。经查，该信息
为谣言，是由张某（男，44岁，
上海市宝山区人，暂住海门）编
造并于21日 19时 55分通过
网络散布出去，引发社会恐

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
对张某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4月23日，如皋市公安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派出所民
警在对辖区某日用百货商店检
查时发现，该商店未按规定领
取、张贴“场所二维码”。公安
机关依法对该商店负责人给予
相应的行政处罚。

南通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
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主动配合疫情防控管理，绝
不触碰法律底线。公安机关将
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打
妨害疫情防控、扰乱市场秩序、
社会秩序以及妨碍经济社会发
展的突出违法犯罪，同时强化
理性文明执法，对没有主观恶
意或恶意不重、危害不大的，将
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杜绝
不分轻重、一律从重处罚；对发
现群众处于急难危困境地的，
将尽可能及时帮扶救助，必要
时协同相关部门妥善处置。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

南通警方查办涉疫案件1285起
强化理性文明执法，民警现场劝阻教育3000余人

晚报讯 当前，受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

“三重压力”和疫情叠加影
响，部分地区积极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应急管理部日前
发布工贸企业“五一”安全提
示，强调各地要密切注意以
下几种安全隐患：

一是设备安全风险增
大。企业停工后，生产设备

设施及其安全保护装置处于长
时间停用状态，容易出现故障，
开工后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
业、检维修作业增多，作业安全
风险升高。

二是安全管理意识下降。
由于企业长期停工后经营压力
增大，安全意识松懈，易造成安
全管理滑坡。

三是员工安全能力不足。
企业停产造成员工流动性大，
部分返工人员还处于放松状
态，特别是新员工由于安全培
训不到位，对岗位安全操作不
熟悉，容易违规操作引发事故。

四是企业员工心理波动
大。连续生产型企业无法停

产，受疫情管控影响，员工长期
在厂内吃住、工作，无法回家休
息，心理健康状态下降，工作中
容易懈怠，误操作引发事故。

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做好安
全风险预判，科学制定生产计
划，做好复工复产前安全培训教
育，合理安排员工作息，做好长
期在岗员工的心理疏导，强化安
全意识。强化节日期间的安全
管理，做好设备设施的维护保
养，严格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
险作业审批管理，严防复工准
备不充分导致的生产安全事
故。（来源：应急管理部公众号）

确保安全“不放假”

应急管理部发布工贸企业“五一”安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