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1 日 ，
市政府副市长镇
方松（左四），市
教育局局长李旭
东（右二），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
考试院院长李祖
习（右一）来校检
查开学工作，校
长袁慎彬（左三）
汇报秋季招生及
开学准备工作。

“校校”合作抓质量 “强强”联手助发展
——湖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彭育园来校调研

本报讯 李儒高报道：7 月 10
日，湖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彭育园
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我校调研，
并参加以“深化‘校校’交流合作，提
高教师教育培养质量”为主题的座
谈会。校委会成员参加会议，校长
袁慎彬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袁慎彬校长首先对湖北科技学
院彭育园书记一行的到来表示了热
烈欢迎，然后介绍了我校的办学历
史、办学特色和办学成绩。他指出，
两校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
的办学经验，“校校”合作，“强强”联
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必将迎来互
利共赢的局面。温泉中学希望借助

湖北科技学院的科研力量和人才优
势，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
质，积极推动课程课堂改革，进一步
推进素质教育，把对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与应试能力的提高做好结
合，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生动活泼发
展、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既让学生
在考试 中胜出，又让学生获得终生
发展的素养从而在人生中胜出。

双方与会人员就改进教师教育
工作、提高师范生综合素质、开展两
校师生交流和全方位深度合作等方
面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与深入的探讨。

最后，彭育园书记作了重要讲
话，他充分肯定了我校的办学成效

和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对我校
给予的工作支持表示感谢。彭书记
表示，湖北科技学院要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和服
务能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才
队伍建设；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实验
设施、鄂南文化研究中心等优质资
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增长中小学
教师和学生的见识；要理论联系实
际，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机制体
制，在办学质量、办学特色、人才培
养等方面做文章；要密切高校和基
础教育学校之间的联系，要与温泉
中学建立长期的深度合作关系，两
校携手共进，推动咸宁教育发展。

温中春秋（二）

★1975年 6月16日，校长朱敬中调任地区教
育局副局长，童齐圣任学校校长。[咸组（75）92号]★1975年 8月，学校分为中学分部、小学分
部独立办学 。★1977年7月，学校迎来文化大革命后首次
高考，我校 30多名高中毕业生被各高等院校录
取，名列咸宁地区榜首。★1977年 7月 25日，学校划归咸宁县(现咸
安区)管理。[咸地革教字（77）06号]★1978年4月1日，学校管理权被收回，改由
地区教育局管理。[咸地革教字（78）07号]★1978年 11月 27日，学校分校为咸宁地区
温泉中学（省重点中学）、咸宁地区温泉小学（现
咸宁市实验小学）,童齐圣任温泉中学校长。[咸
宣干字（78）7号]★1980年8月，学校投资13万兴办校办工厂。★1980年9月，学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重
点中学，并于 1981年 7月从全地区抽调骨干教
师，同时开始从全地区招收首届重点高中一年级
新生50名。★1982年 5月，学校被省体委命名为“排球
传统项目单位”。★1983年 7月，童齐圣调任咸宁教院院长，
秦耀先全面主持学校工作。★1984年7月，学校首届重点高中学生毕业。★1984年8月，学校分校为咸宁地区温泉中
学（地区重点中学）、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省重点
中学），秦耀先任温中校长。 [咸宣（84）1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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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传真★
★7月 11日，学校召开校史撰写专题研讨会，8

月23日审定。★7月 12日，学校为 2015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
和毕业纪念册。★7月 16日，学校举行校史馆招投标。同日，邀
请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咸宁新闻网、咸宁电视台
等媒体负责人会商学校宣传工作。★7月 18日，市“启明星”足球队来校开展交流，
与校学生足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7月21日，校长袁慎彬应邀参加湖北科技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评审会。★7月 22日，学校召开周边村组干部联谊座谈
会，双方就推动睦邻互信、相互支持开展了友好而深
入的交流。★7月 23日、8月 14日，学校召开秋季新生招生
工作专题会。8月 20日—28日按市教育局文件要
求，严格政策和程序组织招生，8月 30日 763名七年
级新生到校报到并接受为期两天的入学教育。★7月 23日—28日，校长袁慎彬参加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举办的“教育家型校长高级研修班”学习。★7月24日，学校参加省第十三届教育宣传培训
会，校长袁慎彬被评为优秀通讯员。★7月26日、8月15日、8月16日、9月5日，学校
分别举行华北（北京）校友会筹备座谈会、华中（武
汉）校友会成立大会、华南（深圳）校友会筹备座谈
会、华北（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8月23日,湖北美术院院长董继宁来校考察调
研，并欣然为学校建校五十周年题字、作画。★8月24日，录播教室建成并投入使用。★8月 25日，学校召开新学期教职工大会，会议
总结通报了假期工作，点赞了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处
室、年级，对秋季开学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校长袁慎
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主题报告。★8月31日，副市长镇方松在市教育局局长李旭
东的陪同下来校调研开学工作。★9月 1日，学校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和升旗
仪式，校长袁慎彬、教师凃红霞、2015级 13班学生傅
镗晓作了发言。★9月1日，2014级13班学生参加由咸宁市军分
区、咸宁市邮协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邮展。

9月 2日，学校发布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主题
“五秩春秋，风华浸远”。★9月5日至15日，校长袁慎彬随同市教育代表
团赴韩国、法国、意大利开展友好交流和教育合作考
察。期间，校长袁慎彬代表我校与大韩民国义王市
慕洛初级中学签署了两校合作备忘录，确定两校定
期开展师生互访交流。★9月 6日，寄宿部组织七年级 190余名学生开
展为期6天的“励志践行、追求卓越”素养提升体验教
育实践活动。★9月 9日，市委代理书记李建明一行来校走访
慰问我校教师，听取了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工作
安排和校园规划建设等相关工作汇报。★9月10日，我校教师黄腾、钟斌、唐蕾分别被评
为“咸宁名师”“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咸宁市骨干
教师”。同日，学校举行庆祝第 31个教师节座谈会，
表彰了“十佳班主任”、“十佳教师”、“创新型教师”和

“创新型单位”。★9月17日，学校召开秋季教学教研工作会议。★9月19日，学校组织100余师生参加由市爱卫
办、市疾控中心在十六潭公园举行的以“吃动两平
衡，健康一辈子”为主题的健步走活动。

市委市政府领导走访慰问我校教师

光 荣 榜光 荣 榜
一、咸宁市名师 黄 腾
二、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 钟 斌
三、咸宁市骨干教师 唐 蕾
四、校十佳班主任

张金凤 李晓军 卫 玲 涂红霞 杨 恒
冯文辉 吴红霞 孙志红 黄加良 明 媚

五、校十佳教师
张继恒 李 妍 李柏荣 文晓莲 罗雪萍
梁海景 胡雯君 黄 娟 程 歆 张 炜

六、校创新型教师（单位）
1.创新型教师：李朝霞 王继炉
2.创新型单位：政教处 教务处

咸宁市温泉中学定于2015年10月4日举办建校五十周年发展研讨会和校友代
表座谈会。热忱欢迎曾在温泉中学工作、学习过的领导、教职工和校友回校相聚，衷
心期待关心支持温泉中学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届时莅临指导！

整理校史 联络校友 展示成就
传承文化 凝聚力量 开创未来

咸宁市温泉中学欢迎您！

热烈庆祝咸宁市温泉中学建校五十周年

五秩春秋 风华浸远

本报讯 段胜利报道：9月 9日，在第
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咸宁市委代理书记
李建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晖，副市长镇方松
等领导来校走访慰问我校教师。

李建明书记向广大教师致以了节日的
祝福，慰问了优秀教师代表吴红媛、鲁应勇
并和他们亲切交谈，在仔细询问了教师们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李书记讲到，教师职
业崇高，广大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
耘和无私奉献，造就了一批批栋梁之才。
李书记勉励广大教师要胸怀教育，心系学
生，专心治学、勇担重担，不断改革创新，既
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又要自觉提高师德
素养，弘扬人民教师的优良传统，争做习总

书记提出的“四有”好教师，多培养祖国需
要的人才。李书记指出，全社会要高度重
视教育、高度关心教师，党委政府要进一步
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营造全社会尊
师重教的环境和氛围，为教书育人创造更
好条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李建明书记还仔细询问了学校的办
学历史、办学规模，在认真听取学校建校
50周年纪念活动安排和东大门建设进展
情况的汇报时，李书记对学校建校50周年
纪念活动工作安排表示肯定，要求加快推
进学校建设项目和功能教室建设，努力改
善办学条件，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参加慰问的还有，市委副秘书长尤晋，
市教育局副局长龙海燕、王丽君等领导。

◀图为市委代理书记李建明（一排中），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三排右二），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晖（二排中），副市长镇方松（一排左），副校长向阳红（一排右）

本报讯 陈铷报道：7月 31日，
省妇联副主席叶景丽一行在市委副
秘书长匡烨、团市委书记杨修伟、市
妇联副主席等陪同下来我校就群团
工作开展调研。副校长王立三、校
务委员段胜利参加调研活动，校长
袁慎彬主持调研座谈会。

叶主席一行参观了我校校园，细
致了解了我校校园建设及办学情况，
仔细询问了我校对留守儿童关怀和
平安校园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在随后
的调研座谈会上，听取了校团委所作

的我校共青团队伍建设、特色工作开
展、未来工作思路的汇报。

袁校长在讲话中对叶主席一行
来校调研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补充介绍了我校的群团工
作情况，学校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并
通过党建带工建带团建带妇建。他
指出，校团委作为“全国五四红旗团
委”，要进一步加大特色活动创建力
度，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开
创生动活泼的工作局面，要以生为
本，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关

心学生的身心健康，要在平安校园
建设中发挥共青团组织和团员的作
用。

叶主席对我校群团工作的开展
和学校教育理念予以了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她指出，群团工作是我
党的重要工作，既是优良传统，又是
工作特色与工作优势，党委对群团
工作高度重视，基层学校党组织同
样责无旁贷。温泉中学对党建工作
和群团工作认识高、措施实、效果
好，值得学习和推广。

省委群团工作调研组来校调研

传承历史 开创未来
——在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袁慎彬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同
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九月一日，是新
学年新学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在这里请
允许我以校长的名义并代表全体教职工祝
贺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又升了一级，特别是
欢迎2015级763名新生来到美丽的温泉中
学读书深造！

老师们、同学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传承历史、开创未来”。人的一生如同人
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组织，都是由历
史、现在和未来构成的，通俗地说就是：昨
天、今天和明天。不管是一个人、一个组
织、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追求美
好的未来和灿烂的明天，但要实现这个目
标离不开对历史的传承和对现在的珍惜。
我今天想围绕“历史”与“未来”这个话题与
各位老师、同学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谈到历史，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先辈们
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许多优秀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值得我们认

真学习和传承。比如方块汉字，以及由之
构成的成语、楹联、唐诗宋词；比如书法；比
如戏剧；比如孝道；比如茶道等等。应该说
生活在中国是幸福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西方人热爱东方文明、热爱中国文化的原
因。20世纪以来的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国家和中华民
族又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历史和文化。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3月，中央确
定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的纪念活动主题，7月下旬发布了纪
念活动标识。活动标识以数字“70”与时间

“1945～2015”共同组成标志性符号，衬以长
城图案组成展现胜利的“V”字，体现对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庆祝，亦代表中国民族
组成的钢铁长城，共同抗敌；图案上方五只
象征和平与希望的和平鸽由远及近展翅飞
翔，表现对历史的纪念，对和平的向往，也象
征五大洲人民团结一心，在血与火的洗礼后
重生，携手前行，共创美好未来。9月3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
会和盛大阅兵式，9月4日晚8：00中央电视
台一套还要推出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
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节目。正值放假时间，
希望广大师生认真收看。

谈了我们国家的历史，我再说说我们
学校的历史。今年是我校建校 50 周年。
1965年省人民政府在温泉设立咸宁专区，
同年11月8日成立咸宁专区温泉中小学，
1966年6月首届小学生毕业，1967年7月首
届初中生毕业，1973 年首届高中生毕业，
1975年8月分离出温泉镇中学（现红旗路中
学）、温泉镇郭林路小学（现郭林路小学），
1978年11月分离出温泉小学（现市实验小
学），1984年8月分离出鄂南高中，2000年8
月至2008年8月成立“咸宁市外国语学校”，
2008年高中部停办。50年来，共有405个班
毕业，培养了近2万4千余名学子。近五十
年来，学校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初步形成了
外语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教育、美育教育、
环保教育等特色，获得了“省教育科学研究
实验学校”、“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学校”、

“省电化教育试点学校”、“省级素质教育实
验学校”、“湖北省绿色学校”和“全国五四红
旗团委”等荣誉。我们举办建校五十周年纪
念活动就是要“整理校史、联络校友、传承文
化、开创未来”，希望广大在校师生关注并积
极参与到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来，了解
学校、热爱学校、共同推动学校发展。未来
几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教
育局的直接领导下，我校将继续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同学们既
能在升学考试中胜出，也能在未来获得幸
福的人生！

最后，希望同学们坚持运动，保证身心
健康；求知若渴，好学向上；养成良好习惯；
学会关心他人。祝同学们在新学期里人人
争做温中优秀学子，个个成为社会有用之
才！祝老师们身体好！工作好！心情好！
祝我们温中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明
天更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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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视野 提升素养
——我校开展教师暑期集训活动

本报讯 黄腾报道：为更新教育理念，适应时代发展，拓
宽教育视野，提升教师素养，暑假期间，学校举行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教师集训活动。

7月 6日上午，市教科院书记汪涛与教师们分享了他三
十年的阅读经验和读书心得。他提倡教师们要多读书，提升
人文素养；多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多反思，不断改进工
作。下午，湖北科技学院教授、我校兼职辅导员孙和平为教
师们带来了教师礼仪课程，给教师传达了礼仪能促进沟通、
促进人们相互尊重的理念，让教师们意识到教师礼仪对提升
教师形象、增强教育效果具有独特的作用，并掌握了基本的
教师礼仪规范。

8月 26日上午，黄石慧德学校校长邓昌武从“对教育的
建树”、“对教育的成就”、“对教育的贡献”三个方面介绍了他
的拼搏人生和传奇经历。讲学结束后，他为每位教师赠送了
《做人》、《创造教育奇迹的人》两本专著。下午华中师大教育
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小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所长陈佑清以当代学校整体推行课堂教学结构
变革为例作了题为《课堂教学过程改革经验分析》专题报
告。教师们聆听后认识到课堂教学改革是实施高效学习、推
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趋势并了解了当代中国各地实施课堂教
学改革的典型案例。报告由华师副教授毛齐明博士主持。
27日上午，学校组织教师们参观市规划馆和博物馆，了解我
市资源优势、城市规划，了解我市文化历史、风俗民情。下午
进行教师培训学习问卷调查和分组讨论，进一步了解教师学
习培训的需求、分析存在的问题，研讨改进我校教师学习培
训工作的举措。

28日上午，湖北省教科院教授廖兆慧就《课堂观察与评
价》作专题讲学。她认为课堂教学观察与评价要观察课堂教
学、评价课堂教学；要观察与评价一切与课堂教学有关的对
象、过程、结果等等。下午，湖北省校长协会常务理事、武汉
光谷实验中学校长马国新以“学校与教育”作专题讲学。他
认为教育源于生命的敬畏，伴着爱和责任；学校存在的价值
是使人成为人。

暑期教师集中培训活动，对于全体教师而言，既是学习、
交流、分享的过程；又是领悟、成长、提高的过程。通过学习，
全体教师提升了专业素养，并将以科学的教学理念投入到教
育教学工作中。

本报讯 李朝霞报道：“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我校开展
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一是将抗战胜利纪念列入开学
第一课的内容。9月 1日，校长袁慎
彬在开学典礼的升旗仪式上以《传
承历史，开创未来》为题，讲解了中
华民族的抗战史，缅怀抗日先烈，弘
扬伟大的抗战精神；9月 3日至 5日
放假期间，要求学生收看中央电视
台 9月 3日播出的抗战胜利 70周年

纪念大会及盛大阅兵式和 9月 4日
播出的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
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节目，并把撰
写观后感作为假期作业；9月 3日校
级领导班子和管理团队成员在小会
议室集体收看阅兵仪式。二是了解
咸宁抗战史。9月 1日起，在校园内
以张贴海报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宣扬全
民抗战精神；9月 16日，邀请市政协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我校
校外辅导员王亲贤为学生讲授《咸
宁抗战史略》；9月中下旬组织学生

到市博物馆参观咸宁市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特展。三是与建校五十周
年纪念活动结合，举办书画笔会。9
月 2日，邀请金叶书画院 10多位知
名书画家来校开展以“庆祝抗战胜
利 70周年暨建校 50周年”为主题的
书画现场创作活动，共有 30余名师
生参加笔会活动。四是开展寄宿班
新生军训教育活动。9月 6日—11
日，组织寄宿部 2015级 190余名学
生开展军训教育活动，对学生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提高学生
的纪律意识，增强团队合作观念。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我校开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