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上午，南京江北新区、南京市第
一中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在江北新区管委会
举行，双方将在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义务教育
阶段全面实施合作办学，南京市第一中学江北
新区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六所合作新校确定

南京一中将在江北新区合作新办六所公
办初中小学，由一中统一管理。性质及建设规
模已经基本确定。

（1）核心区配套学校：4轨24班小学，占
地31.8亩，建筑面积2.7万方。（一所）

（2）七里河片区配套学校：3轨18班小学
（拟建 36 班），占地31.8亩，建筑面积2.2万
方；6轨18班初中，占地34.1亩，建筑面积
2.6万方。（两所）

（3）健康城小学：4轨 24班小学，占地
34.8亩，建筑面积3万方。（一所）

（4）新浦路片区配套学校：5轨30班小
学，占地40.8亩，建筑面积3.5万方；10轨
30班初中，占地56.33亩，建筑面积5万方。

（两所）
（以上学校为项目工程名，具体面积以最

终交付使用面积为准）

江北新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

江北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伟
在致辞中说，“今天的签约和揭牌仪式是江北
新区与南京一中合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
碑，也是崭新的起点。”

“我们将按照公益性原则、前瞻性规划、高
标准定位，以新发展理念高水平建设南京市第
一中学江北新区教育集团，创新集团化举办模
式，努力把南京一中江北新区教育集团建设成
为江北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典范。也真诚
希望依托双方合作，南京一中能够进一步扩大
学校影响力和品牌力，在江北新区这片热土上
谱写新的百年辉煌！”

南京一中：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大事

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基础教育全面引入
百年名校南京一中优质教育资源，这是一所怎
样的学校？南京一中校长朱焱在讲话中表达
了一中的三个特质。一中是一所具有百年历
史底蕴的好学校；一所矢志创新、“朝气葱茏”

的好学校；一所开明开放、勇担责任的好学
校。“2003年开始，学校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开门办学、开放资源，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办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南京一
中与江北地区的合作由来已久，成效显著。今
天，在市教育局、江北新区管委会的共同推进
下，正式成立南京市第一中学江北新区教育集
团。这是江北新区教育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
一中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大事。”

通讯员 岳明珍 杨帆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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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刘俊丽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孔芳芳)4月23日，莲花南苑社区“学
党史 办实事 送服务暨垃圾分类、安全生产、
防电诈、环保宣传进社区”活动正在此举行，
将多样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九点半，活动正式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南京吆喝”、乐器演奏、群舞、戏曲等七个
节目在广场的舞台依次演出，方便居民们在享
受各种服务的同时，还能观看文艺表演。

“这边可以领环保袋和纸巾啊。”正对舞台
的一条长桌上摆放了义诊、环保、垃圾分类、反
电诈咨询等多个“摊点”，建邺区法院、莲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沙洲街道河长办等多位工作
人员来到社区，为居民免费提供咨询等服务。

“遇到不明境外来电不要接！”建邺区法院
的工作人员正向一位居民宣传反电信诈骗常
识并发放反电诈宣传单。工作人员告诉居民，
一旦遇到可疑情况，可以主动询问本地警察、
银行或当事人，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财产
受损。旁边的疫苗登记咨询和义诊处也有不
少居民询问。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
小顾告诉记者，才一个小时，她已经为将近20
位居民量过血压了，居民们还会主动过来，将
她们带来的健康、防癌小册取走阅读。

晨报讯(通讯员 李双双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景正华)4月22日下午，鼓楼区政协湖南
路街道工委、区政协经科委5组，在凤凰书城云
书坊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党史分享沙龙活动。

国家一级作家、评论家、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副总编辑王振羽以“从鼓楼红色痕迹看党史
风云”为主题，与区政协委员、街道干部、社区居
民共同分享曾经发生在鼓楼的那些中国共产
党党史往事。

“在鼓楼尤其在湖南路地区居住过许多党
史人物，也发生过许多党史故事”。王振羽的

话，把大家带入了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从党的
早期领导人博古居住在湖南路高云岭从事革
命工作；从陈延年、陈乔年、博古领导江苏党的
工作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从居住在翠
琅村1号的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
将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为取得南京及全国
解放作出突出贡献等故事，串联起鼓楼红色痕
迹，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的心灵。

据介绍，深入开展“学四史·守初心·聚共
识”活动是鼓楼区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晨报讯(通讯员 徐晓庆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景正华)4月22日下午，南京市鼓楼
区宝塔桥街道垃分办联合城管执法中队走进
象山小学，开展以“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为主
题的垃圾分类进校园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副队长祝文
俊向小学生们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方法及
意义。同时，为了活跃现场气氛，还特别设置
了讨论和抢答环节，让学生们一边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一边回答问题赢取小礼品。
通过有趣的活动，将垃圾分类、绿色环保

意识植入同学们的心里。当天，多名街道公众
委员、志愿者参加活动，在倡导垃圾分类的工
作中尽心尽力。

公众委员开海霞表示，“垃圾分类要从孩
子抓起。下一步，我们将更多开展、参与类似
进校园的活动，强化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增强
小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晨报讯（通讯员 檀欣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景正华）4月21日，为迎接“4·23南京
解放纪念日”和世界读书日，南京市鼓楼区挹
江门街道党工委在丁山宾馆举办党史学习教
育暨“满怀崇敬忆先烈 不忘初心跟党走”红色
诵读活动。

当天，全体党员、群众和学生集体观看了
渡江战役电影片段。诵读现场，察哈尔路小学
的同学们进行了《诵红色经典做中华少年》的
主题展示。

为了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挹江门街道还邀
请到了原华东野战军老兵朱克好的女婿周保生，
他在现场讲述关于渡江战役的红色故事。

现场，还朗读了南京青年作家王忆的《雨
花台，信仰的力量》和《仰望，渡江胜利纪念碑》
两篇诗歌。活动期间，街道播放“我的微心愿”
快闪小视频，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老党员
微心愿认领工作，省级机关工委第六党支部和
丁山社区党委签订了认领项目书，集体认领社
区老党员“微心愿”。

莲花南苑社区将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4月21日，“百年辉煌 我心向党”南京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党史学习教育展示
暨党委成立大会举行，全体师生迎来学校发展
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在鲜艳的党旗
下，中国共产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
校委员会正式成立！

音诗画《寻访红色足迹，践行时代使命》拉
开了大会序幕，南师附中江宁分校的师生们用
朗诵、情景剧等形式，生动展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历史的车轮滚滚，第一篇章“红船精神，敢
为人先”、第二篇章“长征精神 ，光照千秋”、第
三篇章“开国大典，开辟新篇”、第四篇章“抗疫
有我，举国同心”、第五篇章“薪火相传，铮铮誓
言”，学校各个学部的师生再次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更加坚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信心，以出
色工作成绩向党的100岁生日献礼！

党委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南京市教育局
组织处处长陶洁宣读南京师大附中江宁分校
成立党委的批文，南京师大附中党委书记钱汉
平宣读南京师大附中江宁分校新一届党委书
记、副书记名单。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有在册党员208人，
流动党员26人，党员占全校教职工人数的
29%。南京师大附中江宁分校党委书记张士
民在发言中说：“今天，学校党委成立了，我们

一定不负重托，充分发挥党委的战斗堡垒作
用，为学校发展尽责尽力。”学校将加强理论学
习，提高政治站位，继续通过“三会一课”，充分
利用“学习强国”平台、VR技术、主题党课以
及现场活动等形式，开展相关理论和党史的学
习；加强党员示范，引领师德建设，继续强调
“党员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五要点”，即站位高、
师德佳、教学优、科研强、学习勤，发挥党员的
示范导向和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师德师风建
设，在建设“四有”好教师团队中做好表率，营
造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凝聚群团力量，塑造
党建品牌，不断创新学校党建活动，不断探索
学校党建工作新路径，塑造江宁分校党建文化
品牌。

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贺承瑶在讲话
中希望，南师附中江宁分校继续加强民办学校
党建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擦亮富有南师附中江
宁分校文化底蕴和特色的一校一品党建文化
品牌，努力把附中江宁分校的党建工作做成全
市民办学校党建工作的标杆。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全体党员在张士民书
记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唱响《国际歌》。

记者了解到，南师附中江宁分校自2003
年建校成立党总支以来，在南京师大附中党委
的领导下，结合学校办学实际，切实加强民办
学校的党建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学
校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学校2018年获评“南
京市中小学德育示范基地学校”，2019年获
评“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2020年获评“南
京市推进素质教育示范初中”。学校已连续8
年获得南京市“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性评估综合
奖”、南京市“普通高中教学质量优秀奖”和南
京市“普通高中学校教学管理奖”。

通讯员 高博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文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徐海兵 舒君 摄影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文)4月
23日上午，一场红色经典文化快闪在金陵图
书馆南门热烈举行。活动由金陵图书馆与江
苏省公共关系协会主办，以“歌咏经典 不忘
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
色经典文化为主题，用“快闪”的方式来表达对
党的深情厚意。活动选在“世界读书日”举办，
营造了书香氤氲的全民阅读氛围。

快闪活动以情景表演的方式呈现，共分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多画面情景表演的
方式来体现国泰民安、人民的幸福生活，画
面呈现的镜头中，既有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沐

浴在暖阳中，手捧书本朗朗读书的镜头；也
有幸福的中老年人在阳光照耀下表演着中
国传统文化太极拳；还有体现美、诠释美的
空姐、空少们亲切温暖的形象画面；第二部
分以“讴歌党、讴歌祖国”为主题的串烧形式
来呈现，在歌唱家们满怀深情的歌声中向党
的100周年华诞献礼。

快闪活动持续近10分钟，参加此次表
演的有近百人，他们来自热爱阅读、热心公
益的多个社会组织和团体，参演者以饱满的
热情，通过歌唱表演的形式抒发着对党和祖
国的热爱。

树立民办学校党建文化标杆！

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党委成立
政协湖南路街道工委举办党史分享沙龙

“世界读书日”红色经典快闪在金图

宝塔桥街道垃圾分类宣传走进象山小学

1、2008 年开办 南京一中明发滨
江分校

南京市实施教育跨江发展战略、名
校过江初中第一校。目前已经成为南京
市公认的优质初中校。

2、2017 年开办 南京一中江北新
区分校

江北新区成立后在核心区域引入的
名校示范校，目前已迅速成为家长口碑
相传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3、2019年更名 南京一中泰山分校
原南京市第十七中学更名为南京市

第一中学泰山分校，加大桥北地区优质
教育资源辐射引领效应。

4、2020年开办 南京一中江北校区
南京市委市政府推动江北新区发展

的重要举措，南京五所市属普通高中外
扩工程的先行项目，对全市普通高中总
体布局优化具有示范价值。

5、2021 年成立 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北新区教育集团

促进江北新区范围内已开办学校全
面提升办学质量，实现共同发展，促进江
北新区中央商务区教育高质发展。

一中

『跨江

』发展轴

挹江门街道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暨红色诵读活动

记者 刘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