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任校长、书记 张敏文

（2008.12—2014.06）

张敏文 男，1970年

9月生，汉族，大学本科，

高级教师，中共党员，湖

北省崇阳县人。

1993 年 6 月毕业于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1993年 7月至 2008年 6

月在鄂南高级中学工作，

历任鄂高办公室副主任、

年级主任等职。2008年

12月至2014年6月任咸宁市温泉中学校长兼党总支

书记。2014年7月调任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

兼党总支书记。

工作期间，先后获咸宁市劳动模范、咸宁市党务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在鄂南高中工作期间，长期从事班主任和语文教

学工作。在工作中以校为家，关心爱护学生，能做到

为人师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工

作中，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表现出一个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始终把

“奉献爱心、勤于教学，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使命”

作为自己的工作信条。

在担任咸宁市温泉中学校长期间，提出了一系列

教育理念，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教育质量、学科

建设、校园文化、学校特色等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

自担任温泉中学校长以来，着重改善校园硬件建设：

改造旧教学楼，修建风雨操场，足球场等，使校园面貌

发生了质的改变。他还重视学校教育发展工作，想尽

办法提升教育质量。

校领导班子成员：
孔凡祥、肖爱民、向阳红、王立三、雷宗刚、刘元

松、段胜利、黄腾

第一任校长、书记 朱敬中

（1965.02—1975.06）

童齐圣 男，1929年
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湖北省通城县人。

初中毕业后，考入湖
北省大冶职业学校应用
化学科。1949年在通城
参加农会工作，并任教于
通城肖家段小学。1952
年被选送至华中师范大
学化学系深造，毕业后分
配到武昌县一中工作，历
任教师、教导处主任等

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底受派担任新
组建的咸宁地区温泉中学副校长，后历任校长、校总
支书记。1984年5月后调任咸宁教育学院任党委书
记，1989年起担任院党委顾问。1991年1月受聘湖

北省教委督学，参与巡视指导省内部分重点中学的教
育工作。

在教育战线工作逾四十年，曾作为优秀教育管理工
作者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主席、胡耀邦总书记
的接见。从教期间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称号。

从1965年到1984年，在他个人是年富力强的时
期，也是温泉中学从新生走向成熟的时期，更是国家
经历了政治动荡与改革的非常时期。他在温中工作
期间，坚持以“育人为本”的治校理念，秉持为人师表
的人格力量，不畏工作艰苦，不为政治波动所左右，始
终着眼于建设教师队伍，着眼于提高教学质量，为把
学校建设成为全省重点学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
的真诚、热情、睿智和奉献，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普遍好
评，在全区教育系统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校领导班子成员：
谢亚平、秦耀先、胡海涛、陈黎、钱兵

第二任校长、书记 童齐圣

（1975.07—1983.08）

袁慎彬 男，1972
年生，汉族，研究生学
历，高级教师，中共党
员，湖北省阳新县人。

1995年毕业于华中
师范大学法商学院，获
法学学士学位。 1995
年7月参加工作，1995
年至 2009 年在鄂南高
级中学担任政治课教
师、班主任工作，历任教
研组组长、校团委书记
等职。2009年9月任咸

宁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教科研、基础教育
和学校体卫艺工作（其间：2010年至2012年就读于华
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2014年7月兼任咸宁市温泉中学校长。

工作期间，先后被评为“模范班主任”、“全市骨干
教师”、“省优秀政治教师”、“省优秀团干部”、“咸宁市

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市委党校学习标兵”、“咸宁市
学习型干部”、“湖北省干部在线学习优秀学员”等。

咸宁市青联常委，湖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湖
北省教育管理学会副理事长，咸宁市人民政府第三届
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

有《一堂“生成”班会的启示》、《论以专家型教师
为目标的教师职场学习机制》等论文发表。《温泉城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课题被评为咸宁市第四届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唯一最高奖）、《我市实施
生命教育的策略及措施研究》课题被评为2013年度

“咸宁思想库”市级课题，是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湖北
省教师职业素质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的研究》指导专
家。

任校长以来，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事业心对待工
作，全面加强管理，深化学校综合改革，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和学生素质全面提升，谋求学校“科学发展、内涵
发展、跨越发展”。

校领导班子成员：
向阳红、王立三、雷宗刚、刘元松、段胜利、黄腾

第九任校长（市教育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兼任） 袁慎彬

（2014.07— ）

秦耀先 男，1938年

2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湖

北省鄂州市人。

1957年毕业于武汉机

械制造工业学校，1965年华

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数）毕

业，1957年8月在鄂城县从

事教育工作，1965年由鄂城

第三中学调至湖北省咸宁

地区温泉中学，1974 至

1984年任咸宁地区温泉中学副校长，1984年7月至

1986年8月任湖北省咸宁温泉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86年8月至1989年5月任咸宁地区广播电视大学副

校长，同年6月任咸宁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1990

年7月至1999年4月任咸宁地区教育工会主席。

他一直致力于教育教学、学生培养的研究。多年

来，负责学校毕业班高考工作，学校高考升学率历居咸

宁之首。担任副校长工作期间，主管咸宁地区温泉中

学申报省管重点中学工作，1980年4月省政府批复湖

北省咸宁地区温泉中学为湖北省咸宁温泉中学，属省

管重点中学，并授教育部备案（当时咸宁地区唯一的一

所省属重点中学）。

自担任校长工作以来，他身体力行，致力于教育改

革和学校发展；他学高身正，为人正派、砺德砺行、立己

立人；他勤政务实、敢于开拓。

校领导班子成员：
秦耀先（1983—1984年副校长主持工作）、刘涛、颜

世骥、徐先平

第三任校长、书记 秦耀先

（1983.09—1986.07）

第六任校长、书记 闻立玮

（1993.07—2005.07）

闻立玮 男，1948年12
月生，汉族，大学本科，高级
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享受
省政府专家津贴，中共党员，
湖北省武汉市（祖籍湖北省
浠水县）人。

1968年12月作为知青
从武汉下放到荆门县锻炼，
1970年任民办教师，后转为
公办教师。1978年在武汉
师范学院咸宁分院英语系
学习，同年分配到咸宁地区
温泉中学工作。1986年 9

月任咸宁地区温泉中学副校长，1993年7月至2005
年8月任咸宁市温泉中学校长。

在荆门工作期间，1973年当选为荆门县团县委委
员、荆门县曾集区团委委员，出席荆州地区首届团代会，

担任区高中团委书记（含初中部）、校领导班子成员。
在温泉中学工作期间，先后任班主任、年级组长、

教务处副主任等职，所任班级高考英语人平达90.48
分（百分制），创全地区第一，所任班主任班级被评为
咸宁地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地委、行署评为“先进
个人”，并作为全地区唯一教师代表出席湖北省首届
庆祝教师节暨教育工作大会。

在工作期间，多次被市直机关工委、市委组织部、市教
育局等部门授予“优秀党员”、首届“咸宁市优秀校长”等荣
誉称号，是湖北省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连续三年被评为

“湖北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所著《永远的教育情怀》被评
审为湖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市一等奖。

在几十年教育生涯中，以“教书育人为”为教育理念；以
“砺志、勤学、强身、报国”为教育情怀，书写咸宁教育的风釆。

校领导班子成员：
书记：徐先平（1993—1995）
吴干庭、王有皇、余义仪、孔凡祥、肖爱民

第七任校长、书记：王有皇

（2005.08—2008.11）

王有皇 男，1953

年12月生，汉族，大学本

科，高级教师，中共党员，

湖北省阳新县人。

1978年 7月毕业于

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

数学专业，同年8月份分

配到咸宁地区温泉中学

工作。历任教师、班主

任，少先队辅导员，数学

教研组副组长、组长，校团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90

年9月至2005年9月担任温泉中学总务处副主任、主

任、副校长、副书记。1994年7月至1996年8月湖北

大学数学系学习，1995年被评为中学数学高级教师

职称。2005年9月至2008年12月担任温泉中学校

长、校党总支书记。

工作生涯，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2004年4月被咸宁市人民政府授予“咸宁市劳

动模范”称号。

任职期间，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科学管理，加强

素质教育的落实，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服务师生

不言怨；以人为本，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注重办实

事，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注重校园环境建设，做到以

校为家。

校领导班子成员：
孔凡祥、肖爱民、向阳红、王立三

第五任校长 徐先平

（1990.04—1993.06）

徐先平 男，1951年
生，汉族，大学本科，高级
教师，中共党员，湖北省武
汉市江夏区人。

1973 年毕业于咸宁
地区师范学校中文专业，
1978 年 7月从武汉师范
学院生物专业毕业（进
修）。1973年7月至1995
年12月在温泉中学工作，
1993年7月至1995年12

月分别担任咸宁地区温泉中学校长、书记。1995年底
调至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担任副校长兼纪委书记。

在温泉中学工作期间，先后任初髙中生物课教

师、工会主席、副校长等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
平凡的工作业绩，践行着“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就
要干好一行”的人生理念。用深厚的爱，铺就孩子精神
的未来。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狠
抓管理，使学校面貌得到进一步发展。

工作生涯，先后荣获湖北省校园管理先进工作者，
抗洪抢险三等功称号。曾被聘任为中华文化艺术建设
协会研究员。论文《浅读校园文化艺术建设》获建设部
国家教委文化艺术建设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奖。

他的人生追求是：“不是要当好什么校长，而是要
当好一名老小工”。

校领导班子成员：
书记：刘涛
闻立玮、王有皇、吴干庭

第四任校长、书记 刘涛

（1986.08—1990.03）

刘涛 男，1946年生，
汉族，大学本科，高级教师，
中共党员，湖北省鄂州市
人。

1979年毕业于华中师
范大学中文系，同年9月至
1972年元月，在潜江军垦农
场劳动锻炼。1972年 1月
至1993年7月，在咸宁地区
温泉中学任教，从事高中语
文教学工作。1984年 9月

至1986年7月任咸宁地区温泉中学副校长，1986年9
月至1999年7月任校长、党支部书记。1993年9月调
任咸宁教育学院工作，任副院长，院长。

在中学教学工作中，锐意创新，不断探索语文教
学新教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一一寓教于乐，
让学生在快乐之中获取知识。多年的从教生涯，荣获
了许多荣誉：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

在管理工作中，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工作认
真负责，拥有开阔的思路，严谨的管理态度，扎扎实实
的工作作风和不计较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把
自己最精釆的年华奉献给教育事业。在担任校长工
作期间，抓好学校硬件建设的同时，特别注重教师队
伍的建设。他说：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一支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提
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校领导班子成员：
徐先平、闻立玮、吴干庭

编者按：
一个校长就是一所学校。温泉中学能

有昨天的灿烂，今天的辉煌，是一任又一任校
长及其带领下的校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共同
努力、呕心沥血、艰辛探索、不懈追求的结果，
学校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和付出。

因年代久远、相关资料缺失，以下简介内
容难免有误，敬请原谅并欢迎勘误，以便学校
修订完善。

朱敬中 男，1928年生，汉族，中共党员，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

1948年7月毕业于咸宁高级中学，1948年

9月至1949年5月在汀泗小学任教员。1949年

6月至9月在鄂南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参加

革命工作。1949年7月至1951年8月在汀泗小

学任教导主任、校长。1956年9月至1965年10

月在咸宁横沟中学、汀泗中学、咸宁师范、咸宁二

中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等职。

1951年9月至1953年4月在华师教育专

科班学习，1955年9月至1956年6月在湖北师

专教育行政班学习。 1952年参加土改运动，工

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土改运动结束时被土改

工作队评为乙等模范。在学校工作时，多次被

评为积极分子、先进模范等称号。

1965年10月至1975年6月在湖北省咸宁

地区温泉中学任校长，1975年6月至1986年

11月任咸宁地区教育副局长，1986年11月任

咸宁地区教育委员会督导员。

朱敬中校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教育的

一生。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为咸宁教育、温

中的发展鞠躬尽瘁，奉献一生。

校领导班子成员：

童齐圣、谢亚平、杨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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