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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届学生会

师生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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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 历史

领导机构名单
由上届学生会主席
团提名，经团委讨论通过

领
导
班
子

历史薪火的传递

并报请学校同意，确定以
下同学为第 20 届学生会
领导机构成员：
主席团
主 席：侯一景

1926 年 10 月 26 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在

副主席：戴方林

那积贫积弱的危难年代，口岸的几位有识之士在白马庙小学

米 栋

部试办初中，当年仅招收了十几名学生，但这成为口岸这座

方偲颖

千年古镇兴学救国的开始，也掀开了口岸中学历史的第一

秘书处
丁骏

校长，江苏

石泰

李立群

党委书记，

副校长，

史海燕

副校长，

卞玉年

副校长，

秦建国

副校长，

省高中物理特级教师，泰

全国优秀体育教师，泰州

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

江苏省高中历史特级教

泰州市政治学科带头人，

江苏省师德先进个人，泰

州市物理学科带头人，泰

市名校长，泰州市优秀党

革先进个人，泰州市首批

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泰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州市物理学科带头人，高

务工作者。

数学学科带头人，泰州市

省“333”工程培养对象，

优秀班主任，泰兴市德育

内高班优秀教师，市名教

工作先进个人。

师，市师德模范。

州市“311 工程”第二层
次学术带头人，泰州市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港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页。

秘书长：马圆圆
副秘书长：闵佳璐

1927 年秋，初中被迫停办。1941 年，孙功甫等人利用

学习部

泰昌生木号的房屋创建了私立口岸初中。1944 年秋，学校迁

部 长：尤胜岚
副部长：木海热木
王 萍
纪检部

1926 年口岸有识之士在白马庙创办白马

1941 年利用泰昌生木号房屋单独建立

至体善堂，1946 年秋，学校更名为私立柴墟初中，部分班级

私塾，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枝繁叶茂。

私立口岸初中。

搬至岳王庙上课。1948 年，由于国民党驻军岳王庙，学生上

部 长：张 扬

课不得安宁，学校又迁回体善堂。1950 年夏，刁铺环溪初中

副部长：莱孜娜

补习社与柴墟初中合并，学校改为私立临江初级中学。1952

文艺部

年 10 月 28 日，私立临江中学改为公立，校名为泰州市口岸

部 长：艾迪娜
副部长：施海桥

初级中学。1953 年秋，学校改名为泰兴县口岸初级中学。

李育荣

1958 年，上级政府正式批准，口岸初级中学开始增设高中

体育部

班，面向泰兴县招生，校名更名为泰兴县口岸中学。文革十

部 长：外力江

年中，有两年，学校停止招生，发展缓慢。

副部长：田射东

卞珍凤 正高级教师，江
苏省高中政治特级教师，
泰州市名教师，省“五一”

骨

郭海宝 江苏省特级教
师后备人才，江苏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

生活部

市直级及以上学科带头人

干

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农田新建了运动场，学校面积得到扩大。1996 年 10 月，学

部 长：阿依丁

校顺利通过江苏省重点高中的验收。1996 年底，学校成为泰

副部长：丁丁
沙玛瓦提

巾帼标兵，省“333 工程”

1991 年秋，在泰兴县委县政府协调下，学校征用 40 亩

阿力木江

宣传部

建校功勋孙功甫，
（1889-1964），字绍

1952 年几经周折，学校搬至

州市教育局直管学校。2001 年 4 月，学校通过国家级示范

康，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

岳王庙，成为公办学校。

高中评估验收。2003 年，学校成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

部 长：周晨阳

2004 年初，学校党总支升格为学校党委。2005 年，经过江

副部长：宋玉婷

苏省教育厅批准，学校更名为江苏省口岸中学。同年 8 月，

迪力胡玛尔
望以上同学继承上

教

学校开始承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届学生会的优良传统，勇

学校诞生于多灾多难的时期，历经挫折，饱经风霜，但

于创新，积极工作，借助

无数口中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使这薪火得以传递，一直燃

学 生会平 台努力 为学 校

烧到现在。近几年，学校大力推行“主体参与·责任课堂”

发 展和学 生成长 作出 应

模式，实施教学质量兴校工程，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稳

有的贡献。

师

步提升，使得这所九十年的老牌名校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
市直级及以上教学能手

市直级及以上教坛新秀

历史厚重而久远，谨以些许岁月留影以供来者瞻仰。

关注信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校大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校校园

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为了
放大学校的办学成绩，展

□钱正龙

展到现在哪些地方变化比较大？

A：八十年代我们学校初中 12 个班，

人物档案：
任学校督导处主任，口
岸中学 1984 届毕业生，
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工
作至今。

Q：在口中这么多年，您觉得有什么

Q&A：
Q：我知道您是口中毕业的校友，后
来又一直在母校任教，是什么原因让你回
来任教的呢？

A：我 1981 年 9 月至 1984 年 7 月在
口岸中学读高中，1988 年南京师范大学数
学系毕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泰兴县教
育局人事科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没有多
想就选择了口中，一方面是口中培养了我，
另一方面是口中教学好、学风浓。

Q：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相比最
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A：现在的学生生

焦

活环境优越，知识面宽，
但现实感比较弱，对个
性化生活要求比较高，
个人自主性比较强，比
较欠缺的是学习的主动
性不强。

Q：您觉得口中发

特别难忘的吗？

A：学校主动关心青年教师的生活，
注重培养年轻教师的成长，印象最深的是
89 年我骑摩托车摔伤了，我们当时分管教
学的戚校长当时找来医生到宿舍看望，第
二天带了三七粉（中药）给我。
Q：您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呢？

A：学校经制定了“十三五”规划，
为学校的发展制定了宏伟蓝图，我期待并
相信学校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Q：对 90 后、00 后这些学生，您有
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A：我校的学风是“主动、刻苦、博
学、笃行”，希望同学们用智慧培育理想，
用汗水浇灌希望，一心一意想学习，聚精会
神谋进步，认真听好每一节课，仔细做好每
一份作业，认真做好错题梳理，强身健体，
相信大家一定会为自己、为父母、为学校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A：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是班主任

人物档案：

示师生的风采，畅通交流

高国圣老师。
他是一个很值得学生尊敬的人，

沟通的平台，现将学校各

支部书记，“苏教

同时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公平公正地对

宣传渠道公布如下，希望

国际杯”江苏省第

待每一个学生，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的

小伙伴们给予关注。

十五届作文大赛特

疑问都能做出耐心细致的解答。课堂上他也

等奖获得者，泰州

会跟我们开玩笑，活跃课堂气氛，拉近与我

学校官网：
http://www.kazx.com.cn

市“三好学生”。

们的距离。当我犯了错误时，他会耐心地开

高二（2）班团

高中 12 个班，共 24 个班，教职工是 80 多
人；现在我们学校 47 个班，教职工 300 多
人，规模翻了一倍；原本只有一幢三层教学
楼，现在大楼林立，现代化教学设施齐全，
特别是近三年我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学高级教师，现

聚

□蔡沛沛

Q&A：
Q：你觉得高中生活跟你想的一样吗？
A：步入高中之前我一直认为高中生活

导我；当我学习成绩遇到挫折时，他会积极

学校微博：
@口岸中学

地鼓励我。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

http://weibo.com/jsskazx

Q：作为在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学姐，
你有什么话想送给学弟学妹吗？

A：最主要的就是要抓好课堂 45 分钟，

是无聊枯燥的，但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生活，
我认为高中生活是既充实又丰富的。高中的

这是课后花多少时间都补不回来的。各门功

学习生活忙碌而充实；但同时学校也有各种

课都要做好笔记，有必要的科目还需要整理

活动来丰富我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错题集，晚自习做作业之前要先把一天的内

Q：你觉得口中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

学校微信公众号：
江苏省口岸中学
20 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的三号教学楼

20 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的女生宿舍楼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学校大门

容复习一遍。小四门要尽量在课堂上把必要
的知识点记住，减轻高二的负担。要好好学

么？

A：我觉得高中生活让我的思想变得更
加成熟，遇到事情时也能以沉着冷静的心态

面也做的不够好，大家共勉吧。

Q：学校里有没有特别想吐槽的人或

新疆部微博：
@口岸中学新疆部

的帮助得以解决，在这过程中也与同学结成

A：我觉得最想吐槽的就是学校的卫生

http://weibo.com/kazxxjb

了坚实的友谊，自身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环境吧，学校保洁阿姨们都很辛苦，希望大

来对待。学习上敢于挑战，加强了解决问题
的能力。生活方面的困难也能通过老师同学

Q：学校里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是谁？为什么？

校
名
演
变

习，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我自己在这些方

事？

家都能认真爱护和维护吧。

团委微博：
@青春口中
http://weibo.com/kzsu

2009 年的学校全景

1926 年

1941 年 1946 年 1950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8 年 1993 年 1997 年 200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