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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9月，兴建综
合楼（现为学生寄宿部宿舍
楼）。

★1990年 3月 1日，刘
涛任党总支书记，徐先平任
校长。[咸发干(1990)9号]

★1992年，兴建南面六
层新教学楼，校内铺设水泥
路面。

★1992年 9月，初中开
始实行四年制学制。

★1993年 5月，国家教
委副主任邹时炎在行署副专
员余少轩、地区教委主任范
燮尧陪同下来校视察工作。

★1993 年 7月 1日，闻
立玮任校长，徐先平任党总支

书记。刘涛调任咸宁教院副
院长。[咸组干（1993）198号]

★1993 年，改建 300m
六跑道大操场。

★1993年12月，行署副
专员余少轩在地区教委副主
任陈福章陪同下，来校参加
地区集邮公司召开的表彰
会，参观了校邮协举办的“纪
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
年”邮展。

★1994年 6月，肖爱民
老师辅导陈橙的小论文《家
庭室内环境问题的调查与分
析》获省一等奖、国家三等
奖；黄晖小发明“新颖多用引
流器”获省二等奖。

温中春秋（四）

本报讯 段胜利报道：2 月 3
日，市领导在市教育局领导的陪同
下，走访慰问了我校师生，为他们送
上慰问物资、慰问金及新春的问候
和祝福。

上午8时，市长丁小强，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毓军，市政
协副主席周力，市政府秘书长夏福卿
等领导在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旭东，党组成员、副局长龙海燕的陪

同下来到青年教师吴兰家中走访慰
问。丁市长向她致以节日的问候和
良好的祝愿，详细询问她的健康状
况、生活工作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勉
励她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早
日康复回到工作岗位，为培养教育更
多优秀学生和为咸宁教育事业发展
再做新贡献。

8时30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程良胜，副市长镇方松在市纪委驻市

教育局纪检组组长张海泉、市教育局
副局长王丽君的陪同下走访慰问了我
校2015级8班学生朱婧宜家庭。程书
记、镇市长与朱婧宜的父母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了朱婧宜母亲的病情和家庭
生活状况，关切询问朱婧宜的学习状
况，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生活，早日走出困境，勉励朱婧宜
同学努力学习、健康成长！

市领导在慰问时交待陪同慰问的

校长袁慎彬，一定要加强对广大师生
的关心和服务，把广大教师的生活、学
习、工作安排好，提高广大教师的职业
归属感、荣誉感，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严格教师日常管理，科学考评奖惩，提
升教师整体的职业幸福感。要关注关
心每一个学生的身体、思想和学业，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获
得终身发展的能力。

校务委员段胜利参与陪同慰问。

▲市长丁小强（左二）在市教育局局长李旭东（左一）、校长袁慎彬（右一）陪
同下看望慰问青年教师吴兰（左三）。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中）与副市长镇方松（右一）看望慰问我
校学生朱婧宜。

亲切的关怀 殷殷的期望
——市领导走访慰问我校师生

本报讯 段胜利报道：2月 20
日，我校在学术报告厅召开2016年春
季开学教职工大会暨2015年度总结
表彰大会。校长袁慎彬出席大会并讲
话，副校长王立三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表彰了年度考核优秀个
人和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和个人、最美办公室、最美教
室、最美寝室等部门和个人。

会议宣讲了市纪委相关政策规
定、案例通报，重申了事业单位管理办
法和人事制度改革、岗位聘任管理政
策，学习了义务教育学校绩效考核工
资发放政策、生育休产假政策、副高职
称以上女教师退休政策。

校长袁慎彬在总结讲话中向获奖
的集体和个人表示了祝贺，对2015年
学校的重大工作进行了简要点评、对
管理干部和广大教职工的努力与付出
予以了充分肯定。

袁慎彬强调，学校在管理和发展
思路上把2016年确定为“落实政策年
和改革创新年”。要全面研究与初中
学校工作有关的政策，在贯彻落实好
政策的同时，要通过集中民智、集中研
讨的方式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制定学校的相关政策。在做好常规、
严守标准的同时，要结合新形势新要
求和学校实际系统谋划学校主要工作
领域的改革创新，要有改革的勇气、担

当和智慧，要有创新的意识、能力和方
法，以改革创新之举破解发展中的问
题与矛盾。要根据轻重缓急、科学有
序地推进人事管理、绩效考核、教师学
生综合评价、安全管理、校本课程、课
堂教学、寄宿教育、地域文化传承、第
二课堂等领域的改革创新。

袁慎彬指出，要在去年工作的基础
上继续深化“抓学习、抓作风、抓党建，
促改革发展”活动，围绕“现代化取向、
国际化视野、特色化立足、差异化发展”
的办学定位，围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的关键环节，加大科学研究和探索实
践的力度，尤其要着力思考科学的质量
观、全面的质量观，要大张旗鼓地深化

素质教育，把学生的主动发展、生动活
泼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与培养学
生良好的应试习惯、提高应试能力做好
有机结合。要在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
件、革新教育教学观念、提升教师专业
水平、拓宽教育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教
学手段等方面下功夫。要下定决心控
制班额，落实小组学习及管理模式，充
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辅助教育教
学。要有序开展与国内外名校的教育
交流合作。要传承和创新相结合，尽
快固化和形成学校教育特色。要全面
优化学校各项日常管理，借鉴现代优
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经验，提高管理
的科学化程度和综合效益。

袁慎彬在春季开学教职工大会上要求

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质量全面提升

本报讯 鲁友贤报道：2月24日，副市
长镇方松、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国华在市教育
局党组成员、市招生考试院院长李祖习等陪
同下深入我校，进行春季开学工作专项调研。

镇市长实地察看了东广场及校内风雨操
场、综合楼建设情况，详细询问了师生返校、
安全隐患排查、校园周边环境及文化建设、教
育教学状况等情况，听取了学校发展思路和
年度重点工作的汇报，并对学校发展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现场研究。

镇市长强调，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
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要加强教师的在职教育培训，重视师德
师风建设，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和
奖惩制度，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规范教师
从教行为，激发广大教师专心治学、乐育英
才的潜在动力。要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和配套设施建设的力度，在确保安全和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在建项目进度，加强校园安全
防范保障，大力抓好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
设，让学生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中快乐生活、
健康成长。

副校长向阳红、王立三、雷宗刚，工会主
席刘元松，校务委员段胜利、黄腾参加活动。

镇方松调研我校春季开学工作时强调

让学生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副市长镇方松（中）在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市招生考试院院
长李祖习陪同下来校检查春季开学工作。

光 荣 榜光 荣 榜
一一、、学校荣誉学校荣誉
第五批第五批““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湖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学校创建学校 （（授予单位授予单位：：省教育厅省教育厅））
20162016年全省少先队寒假实践活动特色奖年全省少先队寒假实践活动特色奖 （（授予单位授予单位：：团省委团省委））
首批学校文化建设实验基地首批学校文化建设实验基地
（（授予单位授予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文化研究中心省校园文化研究中心省校园文化研究中心））
英语教研组被评为英语教研组被评为““咸宁市三八红旗集体咸宁市三八红旗集体””
（（授予单位授予单位：：咸宁市妇女联合会咸宁市妇女联合会、、咸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咸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二二、、学生荣誉学生荣誉
省省、、市第十届黄鹤美育节获奖名单市第十届黄鹤美育节获奖名单
（（一一））省一等奖省一等奖（（授予单位授予单位：：省教育厅省教育厅）） 20142014级级（（77））班班 熊浩年熊浩年
（（二二））市一等奖市一等奖（（授予单位授予单位：：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20152015级级（（66））班班 章明妍章明妍 左若静左若静 20152015级级（（1313））班班 郑羽扬郑羽扬 傅镗晓傅镗晓
20142014级级（（55））班班 边楚桀边楚桀 阮骄阳阮骄阳 陈则宇陈则宇 谢启航谢启航 甘瑞棋甘瑞棋
20142014级级（（1313））班班 段俊羽段俊羽
市青少年钢琴比赛中学组一等奖市青少年钢琴比赛中学组一等奖（（授予单位授予单位：：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20142014级级（（1414））班班 田也田也
三三、、20152015年度评比表彰名单年度评比表彰名单
（（一一））年度考核优秀个人年度考核优秀个人：：
向阳红 刘元松 傅祖斌 徐建伟 艾国荣 秦俊伟 张 威 胡晋城向阳红 刘元松 傅祖斌 徐建伟 艾国荣 秦俊伟 张 威 胡晋城
孔 琴 伍群英 佘瑜秀 蔡 琴 吴红霞 雷 刚 黄 娟 阮 平孔 琴 伍群英 佘瑜秀 蔡 琴 吴红霞 雷 刚 黄 娟 阮 平
吴正开 周燕子 邓 丹 张继恒 李朝霞 张金凤 孙晓璐 张强根吴正开 周燕子 邓 丹 张继恒 李朝霞 张金凤 孙晓璐 张强根
张红玲 胡红明 胡钧钧 韩素芳 胡雯君 徐 瑾张红玲 胡红明 胡钧钧 韩素芳 胡雯君 徐 瑾
（（二二））先进工作者先进工作者：：
雷宗刚 段胜利 钟 斌 刘华舫 毕明华 鲁友贤 夏良梅 刘 芬雷宗刚 段胜利 钟 斌 刘华舫 毕明华 鲁友贤 夏良梅 刘 芬
杨 恒 郑治国 王凤翔 涂红章 邵金意 明 媚 张 炜 王 婷杨 恒 郑治国 王凤翔 涂红章 邵金意 明 媚 张 炜 王 婷
陈 颖 杨 征 石 娟 郑 伟 胡小燕 李晓军 徐燕利 卫 玲陈 颖 杨 征 石 娟 郑 伟 胡小燕 李晓军 徐燕利 卫 玲
赵又清 李柏荣 郭 彬 文晓莲 丁 慧 罗雪萍 童树林 王 蓉赵又清 李柏荣 郭 彬 文晓莲 丁 慧 罗雪萍 童树林 王 蓉
邓海英 李金叶邓海英 李金叶
（（三三））先进集体先进集体：：办公室办公室 教务处教务处 政教处政教处 九年级九年级
（（四四））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八年级八年级 寄宿部寄宿部 教务处教务处 政教处政教处
李儒高 艾国荣李儒高 艾国荣 阮 平 徐建伟阮 平 徐建伟
李 妍 文晓莲 赵 慧 邓 丹 段胜利李 妍 文晓莲 赵 慧 邓 丹 段胜利
（（五五））最美办公室最美办公室：：
党建办 办公室党建办 办公室 财务室体卫艺处财务室体卫艺处 政教处团委政教处团委
服务中心 七年级大办公室服务中心 七年级大办公室 八年级八年级305305室室 九年级九年级405405室室
（（六六））最美教室最美教室：：
20132013级级：：22班班 33班班 1313班班 20142014级级：：22班班 33班班 1212班班
20152015级级：：22班班 44班班 1212班班
（（七七））最美寝室最美寝室：：
108108室室 20142014级级（（1111））班班 103103室室 20142014级级（（1313））班班
209209室室 20152015级级（（1212））班班 303303室室 20152015级级（（1111））班班
501501室室 20152015级级（（1313））班班 503503室室20152015级级（（1010））班班

★校园传真★
★1月18至20日，副校长王立三

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首批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培训。

★1月22至24日，教务处主要负
责人艾国荣和教科处干事胡晋城参加
中央电教馆组织的“2016云智能教育
新年论坛”座谈会。

★1月25日，市教科院特级教师黎
修远应邀来校为教师讲授《阅读让我找
到了“回家”的路》。

★1月25日，市音乐家协会来我校
调研音乐教育。

★1月25日至26日，组织开展管
理干部、教师、行后工作人员年度述职
考核评比工作。

★2月1日至2日，校领导班子成
员分别走访慰问党员、退休教工、在职
教师及学生代表，送去学校的关怀和新
春的祝福。

★2月4日，校长袁慎彬参加市纪委
四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
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挺在严处”。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程良胜主持会议。

★2月14日，校长袁慎彬参加市委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会
议。市委书记李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强调“明责到位、履责到位、追责到
位”。市长丁小强主持会议。

★2月16日，校长袁慎彬在行政会
和管理团队周例会上传达学习市纪委
四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市委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会议精神
以及市纪委有关通报。

★2月17日至19日，组织开展管
理团队2016年春季集中研讨活动，就
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相关政策
落实、制度建设开展研讨。

★2月20日，《咸宁日报》在“市直
机关党组（党委）书记抓党建”专栏中刊
发我校党总支认真抓好党建的工作经
验——《让党旗在校园高高飘扬》。

★2月24日，举行春季学期首次升
国旗活动，副校长雷宗刚作了题为《温
中因为有你而更加精彩》的讲话。

★3月4日，校长袁慎彬参加全市
2016年教育工作会议。市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旭东作工作报告，副市长
镇方松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秘
书长黄国华主持会议。

★3 月 7日，校党总支组织开展
2016年第三次“主题党日+”活动，全体
党员佩戴党徽、交纳党费、诵读党章、学
习文件。

★3月7日，召开管理团队周例会，
传达学习了全市2016年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并就市教育局下发的《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市教
育局2016年工作要点》、《咸宁市推进
教育信息化工作近三年工作计划》等征
求意见稿开展讨论。

★3月7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旭东来校调研校东教育广场及校
内建设工作，就项目建设提出了“保安
全、保质量、保进度”的具体要求。

★3月8日，校长袁慎彬、校务委员
黄腾、语文教研组组长李朝霞到湖北科
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开展合作交流，
双方就深化语文教学改革、联合教科研
等工作开展了深入探讨并初步达成合
作协议。人文与传媒学院院长陈国和
等领导、专家参加活动。

★3月8日前后，校工会组织女教
工开展“庆三八”系列活动。

★3月9日，学校召开九年级管理
工作会议，九年级管委会成员参加会
议。校长袁慎彬、校务委员黄腾参加会
议，工会主席刘元松主持会议。

★3月10日，市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槐生率相关负责同志来我校指
导校园绿化工作。

★3月10日，校长袁慎彬带领体卫
艺处主任陈明锋、体育教研组组长杨恒
到市体育局联系工作，市体育局局长孙
金波与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确定为我
校聘请校外兼职体育辅导员、体育设备
及项目予以支持等事项。

★3月12日至14日，九年级师生
赴武汉中小学校外教育活动中心开展

“砺志中考·百日动员”教育实践活动。
★3月13日，学校组织七年级家长

委员会代表与校服供应商商议校服款
式、质量、价格等事项。

★3月14日，副校长雷宗刚、校务
委员黄腾在管理团队双周学习会上分
别作了题为《6S管理》和《教育信息化
十年规划》的学习报告。

★3月19日，印发《咸宁市温泉中
学慰问制度》。

★3月 21日，在管理团队周例会
上，传达学习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暨学
籍管理培训会、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动员
会、市教育信息宣传工作会、市教育后
勤服务工作会等会议精神，并结合学校
工作实际开展研讨安排。

★3月21日，工会主席刘元松参加
市委党校春季主体班学习培训。

★3月23日，市消防支队在我校举
行“3.29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校学
生参加消防知识学习和安全逃生演练。

★3月24日，召开春季教学教研工
作会议。各年级主任、教学管理负责
人，各学科教研组长、备课组长，教务
处、教科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校
长袁慎彬参加会议并讲话。校务委员
黄腾主持会议。

★3月中下旬，七年级和寄宿部分
别组织学生参观市博物馆、市地质博物
馆，开展野炊、春游等社会实践活动。

★3月25日，邀请专业机构人员来
校作档案整理知识培训讲座，各处室、
年级主要负责人及兼职档案员和校档
案员梁海景参加培训，正式启动我校档
案目标管理创建工作。

本报讯 黄腾报道：为更加客观地了解
我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查找分析教育教学
中的突出问题，探寻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
办法，拓宽教师的视野和思路，取他人之长补己
之短，在2015～2016学年度秋季学期期末考试
时，我校与省水果湖二中、赤壁市实验中学分别
进行了八年级数学和七年级语文联考。

3月6日，水果湖二中副校长潘尖带领教
务处主任和数学老师来我校开展联考质量分
析及校际交流会。我校八年级数学备课组组
长周燕子作了全面的质量分析，该组全体教
师与水果湖二中的教务处主任、数学老师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互通有无，交流了数学教学
过程中的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

3月11日，赤壁市实验中学校长黄新阶
带领相关教师来我校与七年级语文备课组作

分析交流。备课组长吴红霞老师介绍了七年
级语文期末考试的整体情况，并与赤壁实验
中学作了详细的比较。双方一起交流了教学
中的心得体会和教务管理、教师评价等工作，
探讨双方各自的工作举措与经验。

校长袁慎彬在出席分析交流会时强调，
要将联考作为开放式办学的有效途径，务求
工作实效；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在教学管
理、教研活动、课堂教学等方面学习外地学校
的先进经验。要加强与名校的真诚合作，把
教育教研摆在突出位置，创新方式方法，以生
为本，以能力为重，努力提升教育质量。

副校长向阳红、雷宗刚，校务委员黄腾，
教务处、教科处、学校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同志
和八年级全体数学教师、七年级全体语文教
师参加活动。

加强校际合作交流 共促教育质量提升
——我校组织期末跨校联考

政策之窗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
是一个组织为实现自己的意志和
利益，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
一定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
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
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
步骤和具体措施。党委政府的政
策源于实践又科学指导实践，体现
人民利益又保障人民利益。

公办学校受党委政府委托为
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要办人民满意
教育。学校广大教职工特别是管
理层要切实提高学习理解政策、贯
彻执行政策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本校具体政策进行顶层设计的意
识和能力。这既是落实党委政府
意志和目标的需要，也是体现教育
专业性和依法治校的需要。

校报从本期开始设置“政策之
窗”专栏，目的就是向广大教职工

和关心孩子成长、学校发展的广大
家长、社会各界人士介绍党委政府
和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
相关涉教政策，把准方向、明确目
标，掌握标准、了解要求，指导工
作、推动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始终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深
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升
教育质量，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把增强学生社会责任
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作为重点
任务贯彻到教育全过程，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提高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
标准化建设水平，促进义务教育高
水平优质均衡发展。加强师风师德

建设。推进教育领域改革发展。落
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
教学改革。推进教育信息化。完善
教育督导，强化社会监督。

——《中共咸宁市委关于制定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
年1月6日中共咸宁市委四届六次
全体（扩大）会议通过）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推
进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的素质
教育，着力解决“上好学”问题。继
续做好青少年工作。在全市义务
教育学校安装直饮水设备。

——《2016 年咸宁市政府工
作报告》（丁小强市长在2016年1
月13日咸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