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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通讯员 周龙 潘芸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刘静）5月18日上午，南京财经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的514名2018级学生来到雨花
台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以“红匠之梦，青春的
誓言”为主题的18岁成人仪式。

校党委书记崔琪首先为同学们的成长送上
了最美的祝福。她鼓励同学们在先辈们的长征
路上，承载起时代重责，扬帆起航，勇敢地走出
“温室”，走向远方。

崔书记还通过分享《雨花英烈邓中夏》《两
弹元勋邓稼先》《守岛英雄王继才》三位先烈的
故事，激励同学们要做拥有远大志向的人，做有
家国情怀的中国人，做脚踏实地的南财高人，努

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为青年，在与
祖国共奋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校舞蹈队带来的舞蹈《红》中，现场师生
共同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伟大成就，向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学生代表刘柯冰在发言中表达了对父母、
老师和朋友的感恩之情，希望同学们学习和传
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用自己的双肩承担起
历史与社会赋予的我们责任，为实现伟大中国
梦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随后，同学们在副校长姜峰的带领下，进行
了庄严的宣誓。崔琪和姜峰为学生代表颁发了
《成人纪念册》，希望同学们能够书写18岁成人

最美的表达，珍藏这独有的青春记忆。
信息艺术系数媒一班张妍玉的妈妈代表家

长发言，希望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成人仪式在校合唱队带来的《党啊，亲爱

的妈妈》歌声中圆满结束，师生们至英雄群雕
前进行瞻仰，敬献白菊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
缅怀之情。

“选择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为2018级孩子
举行18岁成人仪式，是因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崔书记说，让18岁成为新
的奋斗起点，把自己的报国之志融入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争做新时代的奔跑者和
追梦人。

5月18日上午，鼓楼区委、区政府召开
区教育发展大会暨鼓楼区“四个全域”教育推
进会，公布鼓楼区“十四五”期间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一系列规划。

集团化办学将有新举措

鼓楼区委区政府在大会上发布了包括
《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关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工作的
意见》《关于深入推进鼓楼区学校自主发展的
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鼓楼区教育集团
化办学的实施意见》四个实施意见，重点聚焦
教师队伍建设、学生身心健康、学校自主发
展、集团化办学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顶层设
计、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意见提出：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培
养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名教师、名校长；从促
进全面发展、减轻学业负担等10个方面持
续发力，推出“助力成长10万＋”家校共育
行动、“第三间教室”线上课堂等，形成家校教
育合力，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从
夯实文化基础、提升治理水平、促进专业成
长、突出课程引领、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学生
评价等6个方面20项任务，激发学校内生动
力，推进学校特色发展，努力打造现代化优质
学校；实现全区优质教育资源深度共享和广
泛辐射，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100%，校际间
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在现有9个幼教发展
共同体、7个小学教育集团、3个初中教育发
展联盟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集团领衔学校群，
形成立体化、多层次、渐进式的集团发展态
势，使鼓楼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琅琊路小学校长戚韵东说，琅琊路小学
教育集团在办学中特别强调了教育科研联
动、教师校际交流，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深
度融合和整体提升。

成立3个研究所、5个研究联合体

大会现场，鼓楼区委区政府同时发布《关
于成立学前教育研究所的决定》《关于成立中
小学内涵发展研究联合体的决定》两个决定。

为打造具有鼓楼特色的学前教育优质课

程体系，鼓楼区在全区荣获国家、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的幼儿园成立3个学前教育研究所，
分别为鼓楼幼儿园领衔的“活教育”思想研究
所、南京实验幼儿园领衔的幼儿园综合课程
研究所，以及南京市第三幼儿园领衔的儿童
美育研究所。

为支持和鼓励区内中小学校与省内外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的教育合作，鼓楼区还决定
成立宁海中学领衔的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联合
体、田家炳高级中学领衔的科技创新教育研
究联合体、琅琊路小学领衔的劳动教育研究
联合体、二十九中初中部领衔的阅读教育研
究联合体，以及树人学校领衔的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联合体5个内涵发展研究联合体。

同时，鼓楼区专门设立15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优先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

“鼓楼教育的最大力量就是每个学校都
要发展！”鼓楼区教育局局长柴耘说，此次探
索成立研究所和研究联合体，就是为了把孩
子放在全领域过程中，从小学到高中去思考
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阅
读能力、科技创新等。

“四个全域”办人民满意的“首
善教育”

当天下午，分别位于南京市第二十九中
学初中部、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南京市力
学小学、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分校方兴小学的
四个分会场内，鼓楼师生通过展示、汇报、演
出，形式多样地解读了“全域首善”“全域创
新”“全域美丽”“全域幸福”在教育领域的表
达和内涵。 通讯员 古教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谢婷 摄影报道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文）5
月11日，南京晨报小记者儿童礼仪培训课
走进南外青奥村小学。

儿童礼仪高级讲师褚玲玉给小记者传授
了学习礼仪的小步骤，结合孩子常用的站姿、
坐姿、鞠躬、接递物品的手势，褚老师一一示
范，孩子们现场演示，10名小记者还受邀走
上舞台给大家展示。坐姿练好了，用在日常
生活中、学习上，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褚老师还请同学说说身边文明和不文明
的现象。

短短一节礼仪课，孩子们通过学习礼仪
知识，可以更好地参加采访活动，为做一名优
秀的小记者奠定了基础。

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仙境路29号71幢四单元107室，建筑面积：90.49m2，参考价191.223万元；
2、仙境路29号71幢四单元108室，建筑面积：90.49m2，参考价193.158万元；
详情请见南京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国有产权-国有资产处置-资产及经

营权转让-编号2020320100ZQ00038、00040；
二、预展时间、地点：2021/5/29到2021/5/30(9:00-16:00)，标的物所在地
三、拍卖会时间：2021 年 6 月 16 日 14：00。拍卖会地点：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号1249室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请满足报名条件的竞买人在网络报名审核

通过后，在报名期内将书面报名材料（详见交易中心网站）提交至南京市房地产
拍卖调剂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1年6月7日止（工作时间内，法定节
假日除外）

六、注意事项：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认的竞买人须在资格确认次日起3
个工作日内将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交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以款到达账户时间
为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账确认手续，凭确认函办理竞买登记，
逾期将不能取得竞买资格。

七、咨询电话及联系方式：
南京市房地产拍卖调剂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华侨路75号二楼
联系电话：13951958476 联系人：张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2218室、2220室
联系电话:025-68505712、68505747 联系人：宗先生、曹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njzwfw.gov.cn

南京恒力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瑞金北村73幢（清河公寓）5单元509室，参考面积73.17m2，参考价376.87万元
2、瑞金北村73幢（清河公寓）5单元609室，参考面积66.67m2，参考价336.61万元
3、瑞金北村73幢（清河公寓）5单元608室，参考面积66.67m2，参考价336.61万元

南京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国有产权-国有资产处置-资产及经营权转让-
编号2021320100ZQ00014--16。

二、预展时间、地点：2021/05/26到2021/05/27(9:00-16:00)（需提前预约）标
的物所在地

三、拍卖会时间：2021年6月10日上午10时整。拍卖会地点：南京市江东中
路265号1247房间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请满足报名条件的竞买人在网络报名审核
通过后，在报名期内将书面报名材料（详见交易中心网站）提交至南京恒力拍卖有
限公司办理相关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止（工作时间内，法定
节假日除外）

六、注意事项：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认的竞买人须在资格确认次日起3
个工作日内将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交至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以款到达账户时间为
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账确认手续，凭确认函办理竞买登记，逾
期将不能取得竞买资格。

七、咨询电话及联系方式：南京恒力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中央路
399号5幢750室 联系电话：025-83418016、13851981231 联系人：丛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2220室
联系电话:025-68505712 联系人：宗先生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njzwfw.gov.cn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将对委托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36号金淮海商务中心建筑北侧墙体看板

户外广告位共一处一年期设置使用权，标的挂牌价人民币 8.8 万元/年。详见：南
京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国 有 产 权/商 业 性 户 外 广 告 设 置 权 出 让/编 号
2021320100HG00048。

二、预展时间、地点：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预展
三、拍卖会时间：2021年6月10日14：30

拍卖会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65号B区1249室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请意向方须在报名期内通过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用户平台完成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工作时间内，法定节

假日除外）。
六、竞买保证金：（1）本次拍卖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万陆仟元整；（2）保证金缴

纳截止期限：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认的意向受让方须在资格确认次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需从本单位报名时所登记账户中一次性
汇出，以款到账户时间为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到账确认手续，
逾期无法办理。

七、联系方式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南京市中山南路866号4楼
联系电话：025-86556671、13815400927 联系人：张女士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2218室
联系电话: 025-68505336 联系人：谷女士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njggzy.nanjing.gov.cn/

鼓楼教育最新发展规划亮相
集团化办学覆盖率100%

晨报讯（通讯员 王艳飞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徐海兵）5月14日，南京市第九中学
2020—2021学年科技文化艺术节之“纸船
载重比赛”在学校进行。

本次比赛由高一年级以班级为单位组队
参加，奖项设立分为船模载重能力、船徽艺术设
计两个板块。

在主持人的介绍声中，各参赛队伍气宇
轩昂步入赛场。赛前，科创中心的同学提前
称量好不同质量的沙袋配重，选手们都屏住
呼吸，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配重放在船上。
有的纸船因为设计上有一定技术缺陷，导致
船身受力不均很快沉没了；有的纸船的结构
设计较为巧妙合理，且不断调整重心位置，最
终“满载而归”。

小小纸船不仅承载着一个个配重，更是
承载着同学们心中的科技梦想。此次纸船载
重大赛，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提升个人的技
术设计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热
爱科技、乐于探究、敢于创新的精神，同时也
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两大博物馆和南京九初
达成“馆校合作”战略联盟

晨报讯（通讯员 陈曦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刘静 摄影报道）2021年5月18日
是第45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中国昆曲艺
术成功申遗20周年。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
崑乐府学生的一场《忆江南》昆曲快闪表演，
把现场观众带回到婉约的江南记忆中。在
瞻园活动现场，该校就博物馆课程进校园等
方面与南京两大博物馆进行深度合作，达成
“馆校合作”战略联盟。

近年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市
民俗博物馆积极探索博物馆发展的新方向、
新模式、新方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作
为目前我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史专题博物馆，
馆藏有丰富的晚清和太平天国时期文物及
艺术资料。该馆目前已形成“瞻园小鲁班”
和“太平游学纪”等品牌社教活动。而南京
市民俗博物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
馆）是双博馆，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
课堂，该馆已成功策划“500娃娃学非遗”等
非遗品牌活动。

据悉，馆校双方将共同合作、策划开展
博物馆创新课程，并将博物馆课程纳入教学
体系，创建博物馆美育课程实践基地。九初
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本土非遗资源设计
的校本美术课程已进入课堂。此次活动，该
校丹青社学生非遗课程学习成果展同期在
太博多功能厅展出。同学们的剪纸、灯彩、
风筝等美术作品，是传统技艺与新生代巧思
碰撞出的火花。

南京市博物总馆馆长许强表示，通过馆
校合作搭建博物馆与校园沟通与互动的平
台，把青少年学生更多地吸引到博物馆来，
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此
外，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史料资源、非遗资
源、学术成果等，也都将走进学校，结合学校
的校本课程和特色活动，加强馆校互动。

晨报儿童礼仪培训课
走进青奥村小学

人人都会“造船”
南京九中
纸船载重比赛真会玩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金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