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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节”里读书忙

每年4月份，孤山中心小学都会举
办传统项目——“读书节”，读书节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 8 届。每一届都有不同
的主题，让孩子们觉着新鲜觉着有挑战
性：阅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阅读外国
名著、阅读经典儿童读物、阅读优秀习
作……

不光读着，还要记着，更要反思着、
收获着，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低年
级的故事表演、识字大比拼；中高年级
的阅读知识竞赛、阅读主题手抄报评
比、读后感评比等等。最后，在月底公
正地评选出读书节里最忙碌、收获最充
实的孩子，授予他们光荣的“阅读之星”
称号！通过这项活动，你追我赶的读书
劲儿早已在校园内蔚然成风。

“三阳基金”助阅读

“感谢三阳集团的陈总，给孩子们

带来阅读的动力。本学期，荣获‘三阳
杯’读书之星的是……”又至一学期结
束时，也是该校学生最心潮澎湃的激
动时刻，大家都期盼着自己能上台领
奖——“三阳”肉脯礼盒和一张新华书
店的购书卡。两年前，三阳集团的董
事长陈旺根听说该校积极向上的阅读
气息，主动和学校联系，想给那些勤奋
读书的孩子带来一点自己的鼓励。当
孩子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情绪高
涨，迅速给自己制订更严格更细致的阅
读计划……

最难能可贵的是，当第一批“读书
之星”领取了自己的奖品后，第一时间
飞奔至教室，热情地和同伴分享肉脯，
还主动提出，把购书卡赠予班级，请老
师和自己一起去书店挑选经典读物，增
添至班级图书角。

“积分制”让孩子“读”力十足

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积极性，让学
生始终亲近书籍，与好书为友，在“爱读

书、读好书、会读书”的全员读书活动中
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该校师生共同制
订了“孤山中心小学学生阅读积分制方
案”。

记者翻看后发现，方案写得十分详
实：课堂作文每得90分及以上加分，连
续三次 90 分及以上再加分；坚持每日
背诵一句或一小段优美的句子的加分；
熟背经典古诗词或《三字经》《弟子规》
等加分；阅读课外书，以100页为基准，
超过 100页的另加分……此方案，同时
发放给了家长，希望家校联合，共助学
生提高阅读效果。

围绕着这些阅读活动，每班还召开
了形式各异、内容多样的主题班队会。
有的班级宣扬《做一个喜欢读书的队
员》；有的班级喊出《我读书我快乐》；有
的班级立志《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等。在阅读活动中，孩子们“读”力十
足，明白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丰富内
涵，理解了“书籍是进步阶梯”的深刻哲
理，把读书看成自己的生命线，在阅读
中快乐幸福地成长。

孤山中心小学：

阅读“积分制”让孩子爱上读书
□本报记者 肖莉 通讯员 周汉林

本报讯 为了丰富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生活，靖江市西
来镇关工委、泥桥村党委、土桥小学、土桥初中共同开办了
校外教育辅导站，时间为7月5日至7月25日。校外教育辅
导站组织了多位有才艺特长的大学生村官、土桥小学和土
桥初中的在校老师，专门制订了 2014年校外教育辅导站的
活动方案和开课内容，精心组织开展益德益智、丰富多彩的
暑期教育活动。土桥初中的暑期教育活动内容有象棋、足
球。 （教宣）

本报讯 日前，受上海市黎明小学、明星学校、申莘小
学的邀请，城北小学教师陈海霞和祁群峰赴上海市明星学
校，在三所学校的暑期国学教学培训班上，陈老师开设了题
为《国学立德立心，文化育校育人》的专题讲座，与三所学校
的领导和老师分享了学校国学课程实验中的宝贵经验。祁
老师为大家带去的是一节《论语》的课堂教学，展现了城北
小学国学课堂教学的风采。无论是陈老师的讲座还是祁老
师的课堂教学都受到与会观众的一致好评。 （张孝彬）

本报讯 为圆满完成 2014年度职评工作，外国语人民
路分校日前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今年学校职评工作将
坚持尊重“三权”、严把“三关”的原则，真正将关系到教师切
身利益的实事做好做细的共识。

尊重“三权”，即是尊重教师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学校利用教师大会将我市今年职评相关文件进行了传
达和解读，特别是强调了其中有变化的部分；组织符合申报
高一级职称条件的教师述职，全校教师认真聆听，并参加无
记名民意测评；初评名单出炉之后，学校按规定还要广泛征
求全校教师意见。

严把“三关”，即是把好审核关、民意测评关和公开公示
关。学校对申报高一级职称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严格进
行审核；教师代表担任监票员、计票员和唱票员，现场公布
民意测评的结果；学校将初评名单及时张贴在党务校务公
开栏，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教宣）

“一本好书就像一艘航船，引

领我们从浅狭的港湾驶向生活无

垠广阔的海洋。一本好书就是一

位挚友，她以丰富的阅历、广阔的

胸襟，开启我们的心智、情感。”暑

假期间，孤山中心小学四年级学

生刘静颖为自己订了“读书计

划”，她说，每当拿到书本，耳边就

会响起班主任徐玉平的声音。

在孤山中心小学，像刘静颖

一样爱读书、找到读书乐趣的孩

子还有很多。这些好现象，与孤

山中心小学多年来一直举办“读

书节”、创建“书香校园”是密不可

分的。

外国语人民路分校：

教师述职亮风采
民意测评显公正

城北小学：

两位教师赴上海
展示学校国学教学成果

土桥初中：

暑期校外教育辅导站
开设象棋、足球课

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 周 云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标准厂房及办公区出租

八圩地区现有3000㎡的标准厂房和部分剑
杆布机对外出租，另有400㎡的办公区域对
外出租，相关配套设施齐备，交通便利，也可
分租，电话：13951143288

套房出售
售御水湾二期11号楼134平米套房，位
置好楼层佳，价格面议。免中介。
联系电话18021990168

近三千平米商用房出租
水岸华府售楼中心位于滨江新城黄金地段，
四层，2800㎡，带电梯，宜作办公、酒店、宾馆
等 ，另 有 四 间 两 层 门 面 ，380 ㎡ ，出 租 。15052900288,13852623625

厂房出租
出租中洲路 69 号中洲宾馆 2-5 层，标准
钢结构厂房一栋 3500㎡，以及二楼车间
约800㎡，有意面谈，13801428888曹先生

厂房出租
城南园区一厂房出租，面积1000平方，
有办公楼可单独出租，有意者请电
18652628788

出售市中心套房
出售汽运新村套房，158㎡，精装，有
证、车库，18115919588

房屋出售
出售中天城市景园房屋，面积270㎡，加
地下室190㎡，联系电话13739109598

门面房出售
乐天玛特超市附近人民路旁门面房出
售，面积 50平方米，双证齐全，价格面
洽，有意者请电联：13705260489

房屋出售
急售中环花苑 6+7，毛坯、面积 150㎡，
带阁楼，地理位置佳，车库 22㎡，已装
修，13852637666

房屋出售
省靖中北大门对面50米，全新毛坯房，
位置佳，手续全，两间五层，非诚勿扰，
15252636858

厂房出让
园区有一厂区转让，双证齐全，约 27亩
地，建筑面积约 13000 平方有意者面
谈，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8852695166

门面房出售
售市中心门面房三间四层约 700平方，
双证齐，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电话：18066006888

套房出售
祥和公寓现房出售，面积158㎡，新跃桥
公寓现房出售，面积77-133㎡，
电话：84188888

套房出售
现有几套城区新楼盘抵工程款住宅，面积
169㎡，价格 4600 起，最后三套，欲购从
速，联系人：张小姐，电话：15061036372

写字楼出租
国贸中心 8 楼，精装，朝南，280㎡，可
合作经营，15195229333

庐山旅游 免费看房
中国庐山东门景区靠山（庐山）面水（鄱阳湖）精
装星级酒店式公寓，途家入驻5年保底收益，终
身托管，旅行养生，投资首选，实地考察热线：
13815988827

房屋出售
出售南环花苑二楼，精装修，面积
126㎡，三室二厅二卫，联系电话：
13505261025

厂房出租
西环附近有两幢车间出租，面积分
别是 1000㎡，2000㎡，内有 5T、10T
行车。15961065611

房屋出售
出售西来建龙集中点天地房，
15152644888

人民路门面房出售
乐天玛特对面（人民路）2间2层227㎡
出售，另五星家电南首 2 间 2 层 215㎡
出售，18652382238

房屋出售
出售高档别墅（共四间）一幢，双证齐全，建筑面
积 500 平米左右，占地面积 600 平米左右。地
址：桃园路与工农路交叉口，价格从优，非诚勿
扰，联系号码：13901426818

出售中环花苑套房
18层小高层 10楼，毛坯，128平方米，
地理位置佳，13182281800

房屋出售
1.骥江西路新两间四层 450 平方朝北门面双
证298万；2.华侨新村三楼110平方58万；3.新
西路门面双证 320 平方 268 万。联系电话18861022888

门面出租
南环路白马西30米（交通银行旁）四
间朝南底层门面出租15861039549

厂房出租
新车站附近，高速出口旁，有1000平米
标准厂房出租，带行车。联系人：陆小
姐13905261326

套房出售
出售中鼎安置房（中天景园斜对面）5
号楼 10层，面积 130㎡，价格 58万，电
话13625185618

楼盘热线

御水湾：84908888
地中海花园：84930888
阳光国际花园：80706666
自在城：84966666
泰和国际城：81168888
宏润花园：89153333
长虹花园：89193333
水岸华府：89158888

办公楼出售
办公楼出售，全框架4层，5046平米，位于江平
路329-16号，双证齐全，1980元/平米，可作宾
馆、厂房、写字楼使用，电话：18262315999

门面房出售
本人急需周转资金，低价出售百富绅北
门对面润晖商贸城门面房两间 240㎡，
价格面议，联系人：13376009335刘先生

三阳食品董事长陈旺根（左）为“读书之星”送上肉脯礼盒与购书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