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辅导员”简介

董思宁：咸宁市委宣传部原
常务副部长。现为中国二胡学
会会员、湖北省二胡学会副会
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
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咸宁市音乐
家协会主席、咸宁市乒乓球协会
主席。出版《弓弦之恋----二
胡音乐漫笔》等专著。

王群益：湖北科技学院音乐
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音乐教
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咸宁市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咸宁市钢琴学会
会长、咸宁市首届“重点文艺人
才”、咸宁市“十大音乐家”。创
作多首歌曲、主编多部教材、指
挥多个合唱团。

孙和平：湖北科技学院教

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
高级礼仪培训师，高级礼仪礼宾
师，全国专业人才教育专家委员
会礼仪委员，湖北省普通话导游
考试面试评委。多次获国家、省
级“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多次指导普通话大赛和朗诵
比赛获奖。

王亲贤：咸宁市政协文史资
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咸宁市社
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湖北省向阳
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编与
合编有《咸宁竹文化》、《咸宁桂
花》、《品读咸宁》、《咸宁旧闻录》
等著作。

定光平：湖北科技学院教
授，湖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在鄂南茶文化研究领域有
广泛的学术影响。

李城外：咸宁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市行政学院常务副院
长、市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
长，市政协常委。湖北省向阳湖
文化研究会会长，城外中国五七
干校资料收藏馆馆长，武汉大学
兼职教授，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湖北现
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学
科带头人，《咸宁瞭望》论丛主
编。

七年级跑操比赛视频

八年级跑操比赛视频 电视台报道跑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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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晚上，我校迎春联欢会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图为九年
级教师在迎春联欢会上表演集体舞《小苹果》。 胡晓燕 摄

本报讯 段胜利、李儒高报道：3月1日下午，
我校在学术报告厅召开2015年春季开学教职工大
会暨2014年总结表彰大会。会议由副校长向阳红
主持，校长袁慎彬及校委会成员出席会议。

副校长王立三点赞了31位教职员工的先进
事迹；副校长雷宗刚通报了2014年24名年度考核
优秀的教职员工、43名先进工作者和4个先进处
室、年级以及18个校产管理先进班级；工会主席刘
元松通报了教职工考勤和购房情况，介绍了校工
会的相关工作安排；校务委员段胜利总结了2014
年学校宣传工作，通报了3个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
8名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校务委员黄腾就2015年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工作和教师学习培训、
书香校园建设及教科研工作作了部署安排。

校长袁慎彬在讲话中向教职员工致以了新
春祝福，肯定了成绩，祝贺了获奖单位和个人，
感谢了同事们的努力与奉献，强调了 2015年学
校要在建设、管理、综合改革等领域迈出新的坚
定的步伐。

袁校长指出，新的一年里，学校要在校园建
设、教育信息化及实验室装备等方面进一步改
善条件；要下大力气抓好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和
后勤服务队伍的建设，要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管
理效益，要加大教师的学习培训力度，促进教师
专业成长，要依托学校发展研究中心让每一位
教师既当教员又当研究员，要提高后勤服务保
障水平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工作环
境，要利用科学评价与有效奖惩，要立规矩、守
纪律，不让老实人吃亏；要以“服务为本、精益求
精”的态度，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
力、彰显服务效能，学校要设立建议中心和投诉
中心，集思广益、开门纳谏，善用诤言改进工
作。

袁校长强调，2015年学校要突出如下工作
重点，要将师生的安全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要
将党建工作当作第一政绩，全面提升党建水平；
要把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发展与提高学生的应试
能力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在继续推进“体育第一学科”的同时，要积极稳
妥加快研究语文、数学、美育、科学等学科的改
革，要在构建高效课堂、探索分层教学和小组学
习等方面有新突破；要集中资源按政策规定创
新性地办好 50周年校庆，梳理历史、提炼经验、
凝聚力量、开创未来；要进一步改进宣传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要进一步加大制度建
设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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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水、余婷报道
为了促进学校教师专业素养的成长，进一
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着力打造促进教
师身心健康的发展平台，2015 年 2 月 4
日-6日，我校组织了教师寒假集训。

湖北科技学院卢会醒教师主讲的《教
师的身心健康自我维护》开启了教师培训
的序幕。卢老师从自身体会谈起，与大家
交流分享。他让我们明白：教师的心理健
康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时影响着学
生的心理健康。一个心理健康的教师能
通过教学过程正面影响学生行为思想，使
学生的心理得到健康发展。咸宁市疾病
控制中心钟平主任作了《科学管理，健康
永恒》主题讲座，教师要懂得科学锻炼，还
要懂得科学管理，让师生拥有健康的体
魄。

苏州昆山葛江中学于洁老师在《智慧
入心——班级管理经验介绍》的讲座中告
诉我们班级管理应该是用心用情的投入，
教师与学生应该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她
总结出“坚信一切皆有原因”、“正能量的
传达”、“寻找教育的时机和抓手”、“因为
懂得，所以慈悲”、“关注学生的未来”、“创
立自己的班主任特色”、“看到每一个学生
的细微优点”智慧点，引领我们完成了对
班主任这一角色的重新定位。作为全国
优秀教师的代表，她用智慧育人事例深深
地打动了每位教师的心。

这次培训，让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行为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让自己对现实的状态
进行了反思，让自己对未来的发展目标重
新规划，从而成为专业发展的智慧型教
师。

全国模范班主仼于洁老师作报告全国模范班主仼于洁老师作报告

让健康与智慧齐飞

我校组织教职工寒假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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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腾、陈铷报道：为适应时代发展和教育教学
改革需要，我校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落实综合实践课，
提升学生整体素质。综合实践课是以学生现有的知识为基
础，通过创设一种开放、主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亲身参与
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的实践性课程。

自 2014年 9月以来，每周三下午在七年级开展综合实
践课。为使综合实践课有序开展、落到实处，学校通过设立

“校外教育基地”（目前已在董继宁美术馆和市博物馆挂
牌），组织学生实地参观体验。先后聘请了董思宁、王群益、
孙和平、王亲贤、定光平、李城外六位专家为“校外辅导员”，
定期给学生举行专题讲座。综合实践课的落实，改变了学
生的学习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了学生的发展
空间，增进了学生的生存体验，使学生在综合实践课活动中
获取知识、陶冶情操。

1月28日我校召开了校外辅导员座谈会，与会专家就我
校综合实践课的开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校长袁慎彬对各位专家学者前期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对开好综合实践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落实综合实践课 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本报讯 段胜利报道：1月 9日，我
校组织管理干部集体学习，传达学习市
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市长丁小强调研
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讲话精神和关于严明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纪律的通知精神。
校委会成员，各处室、年级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校长袁慎彬主持。

一是传达学习咸宁市委四届五次全
会精神。首先学习了《咸宁日报》1月 7
日《全面推进法治咸宁建设主动适应新
常态打造改革发展升级版》的报道内
容。袁校长在讲话中指出，1月7日市教
育局召开了学习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
的会议，市教育局局长李旭东传达了市
委书记任振鹤的讲话精神，指出要主动
适应“法治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新常

态”和“从严治党新常态”。我们要结合
学校实际，全面推进法治温中建设，落实
依法治校，重大决策都要做到有法可循、
有据可依，处理问题既要依法依规依程
序，又要公开透明；全面深化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在做好传承的基础上大胆改革、
科学创新，不能“涛声依旧”，各项工作要
有新发展和新面貌；全面强化从严治党，
正风肃纪，要严肃政治纪律、严抓作风建
设、从严管理干部职工。

二是传达学习市长丁小强 1月 8号
在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听课调研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

丁市长在讲话中指出，“教育事业是
最大的民生事业，教师又是教育的核心
和关键”。学校要围绕“着力提升教育质

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落实“六
个要”的工作要求。要科学编制教学计
划，落实好国家课程，开设好地方课程和
校本课程；要探索科学的教学方法，让学
生参与教学，爱学乐学，变“被动”为“主
动”；要建立教学评估机制，对教师实行
聘任制管理和末位淘汰制；要学习借助
先进的教学手段，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有
专业素养，还要有奉献精神，要爱学生、
爱教育、爱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
和自信心，推动兴趣小组学习和教学改
革。

三是进一步正风肃纪。会议宣读了
市委书记任振鹤、市长丁小强在1月4日
《咸宁来电》文件（特急）的批示精神，传

达了《关于严明 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
有关纪律的通知》（咸纪发［2014］12号），
重申了《关于严明元旦、春节有关纪律的
通知》（咸教监［2014］49 号）的十条禁
令。袁校长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
教职员工要坚持原则，改进作风，严明纪
律，树立正气。管理干部要切实落实“一
岗双责”的工作要求，“两手都要抓，两手
都要硬”，既要抓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提
升，又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要切实改进作风，按照中央、省、
市就作风建设出台的 15项规定，查找自
身和周边的“庸、懒、散、奢、软”等问题。
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和市教育局的工作要求和工作部署，干
在实处，干在当前，走在前列。

适应新常态 创造新业绩

我校组织管理干部集体学习

★1月7日，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
院长吴亚林一行来我校开展合作交流,
双方就课题研究、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
训、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达成合作
协议。

★1月9日，校长袁慎彬一行到市文
体新局开展合作交流，双方就深化体教结
合提升学校体育工作水平、推广全民阅读
构建书香校园、传承咸宁地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工作达成初步共识。

★1月 16日，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宣
传工作水平，争取媒体指导支持，校领导
和校宣办负责同志到《咸宁日报》社、《香
城都市报》社和咸宁电视台、咸宁新闻网
开展合作交流。

★1月 16日，学校组织管理干部集
体学习，副校长向阳红和工会主席刘元
松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党风廉
政建设、违纪案例通报和财经纪律要求、
学校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宣讲。

★1月26日，我校积极响应市委、市

政府号召，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
动，全校教职工共捐爱心款9400元。

★1月27日,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
工作,学校增设“党的建设办公室”和“校
园安全管理办公室”,在政教处内设“校
友联络办公室”，在教务处加挂“学校发
展研究中心”。

★1月 29日，校长袁慎彬带领相关
负责同志巡视期末考试工作，重点检查
了考场管理、考试秩序、试卷质量、教师
阅卷等环节。袁校长要求教学主管部门
和学生管理部门以期末考试为抓手，严
肃考试纪律，加强考试管理，改革评价制
度，推进教风和学风建设。

★1月30日，为提高校报质量，我校邀
请《咸宁日报》社副总编杜先龙等专家为管
理干部和校报编辑人员讲授办报知识。

★2月 2日，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龙海燕一行来我校进行 2014年度
重点工作目标考核 。校长袁慎彬从适
应新常态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规范办

学行为推进学校品牌建设、加强队伍建
设提供学校发展人才保障、搭建教科研
平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素质教育
夯实校园文化建设基础、开展特色教育
拓展学生发展空间、改善办学条件营造
优良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创建安全和
谐环境保障学校有序运转、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学校形象等九个方面汇报了学校
2014年度的工作。考核组认真查看了台
帐资料、核实了相关工作情况，并对师生
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

★2 月 3 日，学校下发《关于做好
2014年度考核和评先工作的通知》，并配
套制定《教师考核评价办法》、《管理干
部、行后工作人员考核评价办法》、《行政
管理人员考核评价办法》。

★2月10日 ,校领导分别走访慰问了
退休校领导、退休教师代表、优秀教师代
表、患重病教职工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月2日,市政府副秘书长袁国华，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龙海燕等领

导来我校进行春季开学检查，他们仔细
听取了学生入学、规范收费、课前到书、
课程开设、安全管理等情况的汇报，并对
相关工作作了指导和要求。

★3月2日，我校组织本学期第一次
升旗仪式，副校长王立三作了题为《幸福
地做老师 健康地做学生》的演讲。

★3月4日，在咸宁市2015年度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暨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上，我校九（5）班万
崇山同学作为学生代表，作了题为《把握
价值取向 彰显少年风采》的发言。

★3月4日，在咸宁市2015年度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暨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中，市媒体聚焦我校师生“洁
校园”志愿活动并予以集中报道。

★3月7日, 我校84届校友代表和校
领导、教师回到母校参观座谈。校友们
追忆往事，感受学校变化，交流思想，深
情感恩母校。校友们纷纷表示，一定要
尽己之力，积极宣传母校 50周年校庆，
联系校友参加校庆活动并为母校提供支
持和帮助。

★3月8日，校工会组织女教工开展
了爬山、拔河、踏青、唱歌比赛等文娱活动。

让爱心飞扬
本报讯 鲁友贤报道：1月

20日上午，我校开展教职工无
偿献血活动。献血车内暖意融
融，爱心飞扬，他们当中有第一
次献血的青年教师，有多次献
血的老教师，还有教职工夫妻。

感谢这些志愿者们的热血
奉献！同时，学校也号召更多
的教职工加入自愿献血的行列
中，让爱心将生命延续！

无偿献血志愿者名单：

陈 光 鲁友贤 傅祖斌
杜艮刚 沈厚玖 方建伟
苏志波 童树林 郭 彬
王立三 胡 平 吴正开
胡均均 向阳红 雷 刚
杨 征 李 钊 张 威
李菊红 钟 斌 李晓军
邹 芳 梁海景

一、2014年度考核优秀

徐跃贵 李朝霞 张金凤

胡晓燕 魏银秀 郭 彬

孙晓璐 涂红霞 王 刚

程素芳 张强根 吴红霞

黄加良 蔡 琴 邵金意

周燕子 王刚富 胡晋城

伍群英 孔 琴 段胜利

徐建伟 艾国荣 傅祖斌

二、2014年度先进工作者

邓 丹 李晓军 王能水
卫 玲 赵又清 廖 创
张雪艳 陆莎丽 郑 伟
沈 莉 李国华 胡钧钧
丁 慧 胡红明 王 婷
李 钊 詹 琼 文晓莲
罗雪萍 韩素芳 张红玲
陈 颖 雷 刚 孙志红
王 蓉 石 娟 柯春霞

明 媚 陈 光 徐兰英
张 炜 秦俊伟 张 威
鲁友贤 刘 芬 王凤翔
陈德春 郑治国 向阳红
刘元松 刘华舫 冯文辉
钟 斌

三、2014年度先进处室
办公室 教务处 政教处

四、2014年度先进年级
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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