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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雷宗刚、
段胜利报道：12月9日，
市教育局局长李旭东深
入我校调研，要求加快
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切
实保障校园秩序安全、
平稳、有序。

李局长实地察看了
在建的风雨操场建设情
况，仔细了解了校园景
观、校园文化等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他强调，
要在保安全和质量的前
提下，加大风雨操场的
建设速度，加快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争取早日竣工、早日投
入使用；要科学系统推进校园环境和校园
文化建设，为学生营造舒适、快乐、健康的
成长环境。

在关切询问了学校近期教育教学状况
后，李局长要求，要创造条件、加强管理，确
保教学秩序平稳有序；临近学期结束，要丰
富形式，合理安排师生的假期生活，引导学

生参与社会实践；要全面统筹新学期开学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李局长强调，寒假期间，要进一步加强
安全隐患防范、排查、巡查，开展假期安全
教育，确保校园的安全与稳定；要贯彻落实
有关规定，严格教师的师德师风行为，厉行
勤俭节约，让广大师生过一个愉快、充实、
祥和的假期。

李旭东来校调研时强调

加快建设力度 保障校园平稳有序

本报讯 陈铷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学
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学生法治观念，
弘扬法治精神，11月25日，未成人保护委
员会联合组成的法制宣讲团在我校举行

“2016年湖北省青少年法治宣讲进咸宁报
告会”。我校2000余名师生聆听讲座，报
告会由副校长王立三主持，团省委权益部
主任刘锋、团市委少先队总辅导员曹考取
参加本次活动。

报告会根据青少年成长特点，结合当
前社会治安形势和有关青少年犯罪的一些
典型案例，为师生们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还系统讲解了邪教传
播特点、青少年犯罪发展趋势，向广大师生
深入解读和剖析近年来典型真实案例，以
进一步提高师生的法制意识、法律意识、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2015级（1）班学
生肖依深有感慨：“律师讲法制课具有亲和
力，而且结合身边的案例听起来真实，我们
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团省委权益部主任刘锋在讲话中指
出：普及法律知识应从青少年学生抓起，提
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安全意识，是提高民
族素质的关键，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我校举行法制教育活动

★校园传真★
★10 月 18 日，我校微官网以

2777的阅读量、853的最高阅读数、
76的点赞数和303的WCI(微信传播
指数）在市网信办全市9月份政务微
信评比中名列第14名。

★10月 19日，省教育厅安排的
13名“影子教师”来校进行为期一个
月跟岗学习。

★10月19日，湖北科技学院16
位实习老师来来校开展为期三个月
的教育实习。

★10月21日,语文教研组长李
朝霞参加市优秀教师送教服务，到横
沟中学送教。

★10月26日，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海泉一行来校对校务委员段胜利、
黄腾进行考核。

★10月29日，九年级师生整体
搬迁至功能教学楼办公上课。

★11月1日，九年级举行年级家
长委员会成立大会。12月3日，召开
年级以《上下同心，不忘初心，明天会
更好》为主题的年级家长会，九（5）班
学生徐尔阳的家长徐江红作《设计人
生，赢在初三》经验交流，然后以班
级为单位召开班级家长会。

★11月1日~3日，市财政局、市
审计局来校分别进行借公款存放谋
取私利专项检查和项目资金绩效经
济工作审查。

★11月3日~4日，七、八年级组
织期中考试。

★11月 5日，我校15名教师和
200余名学生参加咸宁微型马拉松
比赛。

★11月7日，校党总支组织第三
支部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11月9日，市教育局来校进行
党代表推荐座谈。

★11月11日~12日，我校第四
届体育节暨第四十四届运动会成功
举行。

★11月13日~12月10日，校务
委员黄腾赴英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国培计划学习培训。
★11月15日，经市档案局考评，

我校档案工作顺利通过省AAA级创
建验收。

★九年级11月17日~18日举行
第二次月考，并于11月29日召开月
考表彰大会。

★11月23日，校党总支组织全
体党员至市实验外国语学校参加由
市教育局机关党委组织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解读报告大会。

★11月23日，市教育局机关党
委召开市第五次党代表选举大会，副
校长向阳红当选为党代表，并于12
月18日至21日出席市党代会。

★11月28日，九年级实验班培
训辅导工作正式启动。

★12月1日，九年级与市实验外
国语学校举行数学联考。

★12月5日，校党总支开展第12
次“主题党日+”，邀请市实验外国语
学校校长甘老久作《开启全面从严治
党新时代》报告。

★12月6日，印发《关于开展有
偿补课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咸市温中[2016]22号），部署有偿补
课专项整治工作。

★12月8日，第三支部召开民主生
活会，开展党员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

★12月8日，工会主席刘元松到
华东师大参加为期两周的国培计划
学习培训。

★12月14日，市教育局党办对
我校第三支部进行“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考评。

★12月14日，校党总支委员至
市教育局集中收看换届选举警示片
《警钟》。

★12月29日，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海泉、汪金月一行深入我校就有偿
补课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入
户察看。

★2017年1月9日，市教育局副
局长王丽君一行来校进行年度重点
工作目标考核。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春华秋实，岁月流金。2016年，饱含荣誉

和责任与我们深情告别；2017年，满载梦想和
追求向我们款款走来,让我们放飞理想的翅
膀，去实现心中的梦想！在这辞旧迎新、喜庆
祥和的美好时刻，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关心我
校并为温中发展做出努力的广大师生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2016年，全体温中
人凝心聚力、埋头苦干，喜事不断、捷报频传。

这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
学校行政班子的辛勤工作下，学校风雨操场外
部建设基本完工，内部装修即将开始；直饮水
投入使用；校东通道和功能教室如期完工，九
年级学生搬进了新教学楼。

这一年，我们着力强化内涵，办学特色更
加彰显。学校档案建设通过省级考评；《温泉
中学报》被省校园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优秀
校报；美育节、体育节精彩纷呈；首届科技节顺
利举办。这一年，我们拓宽合作交流领域，实
现了学校史上首次对韩交流，与韩国慕洛中学
师生互访圆满成功。

学校继往开来、扬帆远航，教师有100多
人次在竟赛课等项目中受到省、市表彰，学生
也有1000余人次受到各级各类表彰。

这一年，我们着力提升质量，中考成绩显
著。6人被华师一附中录取；50人被鄂高理科
实验班录取；城区中考总分前十名，我校独占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名；鄂高统招上线
学生355人（不含体育、艺术特长生和国际班录取学生），占城区
比率63.1 %。在此，我们衷心预祝2017中考更加辉煌。

老师们、同学们，初心是什么？它是我们最初的梦想，无论
生命走过多远的路，绕了多大的圈，最终还会回到这里。它是我
们灵魂的风向标，让我们有定力抵抗浮躁和诱惑，在繁华世界中
找到自己。老师的初心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做
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学生的初心是学习知识、学会思考、学会
做人,做一个德才兼优的人。过去的一年，我们有成绩，也有遗
憾；有快乐，也有忧伤；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都将化作我们
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坚守初心，勤奋学习，认
真工作，努力拼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描绘2017年最新
最美的画卷！

期末考试在即，同学们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备考，诚信考试，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关爱你们的家长和关心你们的老师。最后再
次衷心地祝愿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天天进步，学有所成！衷心
地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学校在
未来的日子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在2017年第一次升旗仪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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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心灵绽放美丽的花朵
——我校举行大型家庭教育报告会

本报讯 叶凡报道：为聚合家校力量，教育学生学会爱、感受爱，感恩社
会，回报社会，2016年11月30日上午，我校在田径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家庭教育报告会。学校特邀朝善教育集团的专家刘珑为七、八年级三千多名
学生和家长举行了“让爱你的人为你自豪”感恩励志教育讲座活动。会议由
副校长王立三主持。

刘珑以感恩祖国、感恩老师、感恩父母为主线，通过极具感染力的语
言，立体互动的演讲方式，用鲜活的事例诠释了老师的辛苦付出，家长的含
辛茹苦，师爱和父母爱的伟大。通过师生互动，家长与老师互动，学生与家
长互动几个场面，将活动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刘珑引导学生挖掘出自
己内心深藏的那份感恩，当场向老师、父母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满含热泪
向老师深深鞠躬，和父母深情拥抱，现场的掌声、泣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
灵。我们看到，感恩的种子已经深深埋在学生的心里，慢慢发芽长大。

多年来，学校一直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本次活动的开展使全
校师生的心灵得到一次洗礼，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同学们纷纷表示要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奋发图强、孝敬父母。家长们在感谢学校组织这次
活动的同时，表示一定支持学校的工作，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段胜利报道：12月8日,我校在学术报告厅召开月度教职工

大会，对严禁教师参与有偿补课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大会组织观看了11月22日举行的市教育系统电视问政视频，宣讲了教

育部《严禁有偿补课的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省教
育厅《湖北省实施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细则》、市教育局
《四个专项意见》等文件精神，传达了市教育局出台的《关于在全市在职中小
学生教师中开展有偿补课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通报了市教育系统近
期查处的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教师的查处情况，组织全体教师签订了《在职中
小学教师不参与有偿补课承诺书》，宣读了《关于开展有偿补课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知》（咸市温中[2016]22号），对我校有偿补课专项整治工作进行
了严格规定和统一安排。

大会强调，全体教职工必须充分认识教师有偿办班、补课及参与培训
机构补课的危害性，将专项整治工作与从严治党、从严治教结合起来，把专
项整治过程与师德师风教育的过程结合起来；要切实严格自身从教行为，
恪守不从事校外办班有偿补课、不组织和推荐及诱导学生参加校外有偿补
课、不参与校外补课班代课的承诺；要按照专项整治“六个一”的工作要求，
进行自纠自查和严格督查；要严格执行师德考核制度，在教师职务晋升、职
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评选、年度考核等环节坚决实行一票否决；要建立
问责制度，对在专项整治中监管不力、推诿隐瞒等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
果的，要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大会还通报了前一阶段教育教学、考勤情况，点赞了业绩突出的部门
和教职员工，解说了绩效工资的落实情况，对教职工外出学习培训的行为
进行了进一步强调。

光 荣 榜光 荣 榜
中国共产党咸宁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向阳红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省级“优课” 郑 伟 廖 创

（授予单位：省教育厅）
省初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一等奖 吴 兰

（授予单位：省教科院）
省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小学美术）委员 杨 征

（授予单位：省教科院）
省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学语文组优秀奖 邓 丹

（授予单位：省教育工会）
市青少年钢琴比赛教师基本功组一等奖 梁海景

（授予单位：市教育局）
第32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无线电制作竞赛
优秀指导老师：魏琴
二等奖：2016级（2）班：杨 淦
三等奖：2016级（5）班：郑橙蓝 刘思阳

2016级（7）班：严子豪
2016级（11）班：陈文彬 赵 越

市“凌烟阁”杯第二届中小学师生经典诵读大赛
教师二等奖 陈 铷 最佳舞台风度奖 邓 丹
三等奖：2015级（10）班 （11）班 优秀奖：2015级（13）班
（授予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电视台等）
市青少年钢琴比赛一等奖：
2014级（14）班 田 也
2015级（1）班 刘语涵 （3）班 吕嘉烨 付品君
（5）班 陈慧敏 陈慧琳 （8）班 王妍曦

（授予单位：市教育局）
咸宁市参加省2016“长江钢琴杯”青少年钢琴比赛
四手联弹一等奖：2015级（5）班 陈慧敏 陈慧琳
中学组二等奖：2015级（1）班 刘语涵 （3）班 吕嘉烨
（5）班 陈慧敏

（授予单位：市教育局）
“咸宁美德少年” 2016级（7）班 高 海

（授予单位：市委宣传部）

一、市委市政府深切关怀。现任市委书记、
时任市长丁小强等领导深入师生家庭进行春节
走访，来校开展教育专题调研和教学改革工作
调研、教师节慰问等，给学校莫大的鼓舞和巨大
的动力。

二、党建工作富有成效。《咸宁新闻》报道
《温泉中学：让党旗在校园高高飘扬》；《咸宁日
报》登载我校关于“市直机关党组（党委）书记抓
党建”的党建访谈；市教育局将我校作为全市中
小学校党建工作先进典型向省教育厅审报。

三、中考成绩又创新高。6人被华师一附中
录取；50人被鄂高理科实验班录取；温泉城区
中考总分前十名中我校获八席；温泉城区550
以上我校51人，城区占比 68.9% ；温泉城区鄂
高统招上线学生中，我校达355人，城区占比
63.1%。

四、国际交流深入开展。我校与韩国义王
市慕洛初级中学师生先后成功进行交流互访，
培养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奠定两校合作交流的基础。 （下转第四版）

2016年十大校园新闻
《温泉中学报》、校园网、学校微信公众服务号联合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