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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科学
是了不起的事情。 ——邓小平

各种科学发现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勤奋和创新精神。 ——钱三强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胡 适
人民需要科学，不发展科学的国家，必将沦

为殖民地。 ——约里奥·居里
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

学的进步。 ——圣西门
科学是不公道的。如果它不提出十个问题，也

就永远不能解决一个问题。 ——萧伯纳

学生感言学生感言学生感言学生感言（摘要）

当我们手捧火箭缓缓走入师生中间时，我们心中充满
了无限自豪；当我们的火箭在几千师生面前腾空飞天时，我
们开心的笑了；当我们的火箭拥向更广阔的天空时，我们忍
不住欢呼雀跃。

2015级（6）班 金敏勤
科技节系列大型活动虽然只有短短一天，却教会了我

们许多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这一天，我终身难忘！
2015级（6）班 章明妍

本次科技节让我们真正地接近科学，走进科学。我要
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争取在
下届科技节中也给全校师生展示自己的科学创作。

2015级（6）班 叶子栋
温中科技节活动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激发了我们

对科学的兴趣，使我们明白了科技造福人类，要为之努力。
看着操场上的火箭，我仿佛看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
展：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我相信航天事业的发展
是永无止境的。

2015级（13）班 雷子锟
科技节的开展既是庆祝温泉中学建校51年，也让温中

学子们真正接近科学、走进科学、感受科学魅力，提高科学
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校园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5级（13）班 陈冰荪
温中首届主题为“体验，创新，成长”的科技节前后共持

续了5天，其间既有我们动手创作的项目，又有亲身体验的
活动，好玩有趣之中学会了知识。同时让我明白了科学研
究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科学家。

2015级（13）班 戴明珠

（上接第一版）
五、综合活动“节节”攀高。第四届“美育节”、第四届

“体育节”、首届“科技节”先后成功举办，有力促进了学生主
动发展、生动活泼发展、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六、评选表彰典型引领。先后开展教师节和“七一”评
选表彰、分序列进行年度述职评比，举行全校性学生及团员
表彰大会，培育正能量，打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七、校园建设稳步推进。风雨操场及功能教学楼项目
如期开工，校东向通道、教育文化广场如期投入使用，师生
整体搬迁至功能教学楼集中办公上课。

八、家校合育共促成长。成立家长委员会，举办家长报
告会、经验交流会，邀请家长参与学校重大决策、体验教育
教学活动，推行家长课堂，大力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活
动。

九、中考送考别样温馨。全校师生集中为2016届毕业
生举行隆重送考仪式，校管理团队前往考场为学生鼓劲，各
班班主任、课任老师全程陪考。

十、人事变化寄予厚爱。时任校长、党总支书记袁慎彬
调任市政务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市教育局党组意
见，学校工作暂由副校长向阳红主持。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今天恰逢建校51周年之际，为培养

同学们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推进
我校的科学普及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的
开展，我们满怀憧憬和希望，拉开温泉中
学首届科技节的帷幕。本次科技节的主
题确定为“体验、创新、成长”。首届科技
节是温中学子展示聪明才智与科学素养
的节日，更是我校培养同学们科学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一项重大校园科技活动。

在市科协的大力支持下，在组织者
和指导老师精心策划下，温泉中学首届
科技节，既安排了学生动手的项目，如制

作火箭和飞机模型等，又有亲身体验的
活动，如三D打印展示活动、机器人制作
创新活动、参观流动科技馆、看科幻电
影、纸飞机制作表演等，可谓内容丰富、
活动精彩纷呈。在此我代表学校衷心地
感谢咸宁市科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同
时也对团市委领导、市教育局领导以及
部分家长代表和校友代表的光临表示热
烈的欢迎。

翻开人类的发展史，从远古的钻木
取火，到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烽
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现在相隔万
里却近在咫尺的地球村；从古代的风餐

露宿、日夜兼行到如今高速快捷的交通
工具，人类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得
益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得益于对科学
技术的掌握。可以说，科技实力和创新
能力越来越决定着各国在全球政治、经
济及文化舞台上的地位、尊严和实力。
在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时
代，创新能力与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了个
人成长成材至关重要的因素。每一个想
有所作为的温中人都应该树立科学理
想，勇于创新实践，做一个既有科学态度
和方法，又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一代新
人。

在充满“体验、创新、成长”的科技节
里，让我们为梦想插上翅膀，把智慧的涓
流汇成汪洋大海。当丰富多彩的科技知
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科技城堡的大门
时，灵巧的双手和活跃的头脑会带着我
们攀登科学的高峰。

同学们！科技节的舞台已经搭好，
帷幕也正徐徐拉开，让我们行动起来，用
激情和活力，用聪明和才智，让科学的精
神在温中校园畅快地演绎、淋漓地发挥！

最后，预祝本次科技节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2016年12月12日

向阳红在科技节上的讲话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来到温泉中学参加首届科技

节活动。
众所周知，校园科技文化节的开展，

对引领校园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增强创
新意识，强化技能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对学校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充分展示学校素
质成果、营造高雅校园文化氛围，发掘艺
术新秀的重要途径，更是学校师生精神
面貌、信念追求、和谐发展的美好再
现。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自

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温泉中学结合本校实际以培养学生科
技创新素质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内容，为
学校的特色教育，不懈努力不断进取，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我表示热烈的
祝贺。

我觉得本次科技节为学生树立良好

的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拼搏意识，已经
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希望全校学生能
够真正地接近科学、走进科学，提高自己
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最后预祝咸宁市温泉中学首届校园
科技节活动圆满成功。

2016年12月12日

市教育局副局长汪金月在校首届科技节上致辞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科技教育，普及

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和科
技创新能力，根据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教
育局的有关文件精神，我校在12月12
日至16日举行了为期一周的校园科技
节活动。

一、组织领导落实：为了组织开展好
校首届科技活动节，学校专门成立了以
代理校长向阳红为组长，校务委员、教科
处主任黄腾为副组长的领导机构，并专
门召开了宣传动员大会，明确了活动的
目的与目标，为科技活动的顺利开展起
到决定性作用。在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的
会议上，向阳红强调：要把本次科技活动
周的工作落实到实处。这既提高了广大
教师对科技活动节的思想认识，又让全
体教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一周活动
中，领导小组认真部署和落实各项工作，
制定科技活动周实施方案，使每项活动
都能顺利开展。

二、活动参与面广：本次科技节活
动，学校要求做到班班参与、人人参与。
活动前，学校利用广播在全校宣传、普及
科学知识；为师生举办科普讲座；组织学
生观看有关科普知识的影片；围绕我校
科技节的主题各班认真出专题板报，努
力在整个校园中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

三、活动形式多样：根据中学生的年
龄特征、心理特点，我校在首届科技节活
动中，安排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如开展
流动科技馆观摩活动；组织学生观看火
箭模型发射和航模飞行表演；2016级各
班开展纸飞机制作并举办飞行比赛；
2015级各班开展科普知识竞赛；部分学
生动手独立或合作设计制作科技小制作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深受全校师
生的喜爱。

通过校首届科技活动节，学生们不仅增长了知识、锻炼
了能力，同时也体验到了动手制作的乐趣，还大大提升了科
学素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提高初中生的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和科学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我校首届科技节虽然已经降下帷幕，但是科技创新教育
活动远远没有停止。我们有信心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市科协
的指导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今后的科技活动一定会有
更高层次的发展。

未来的社会是科技创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
境的，学生创新的潜力也是无尽的，我校会继续对学生进行
科技创新方面的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埋下科技创新的
种子，精心哺育，让科技创新生根发芽，伴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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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体验参观体验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动手实践动手实践

首届科技节获奖名单
科技节优秀组织单位：2016级 2015级

流动科技馆优秀解说员：
2016级（2）班：雷梓桐 熊 山
2016级（5）班：石佳玉
2016级（11）班：甘乐乐 吕张瑞

火箭发射手（2015级）：
第一批：黎 硕（11）班 胡荻蕤（12）班

田静秋（10）班 戴明珠（13）班
华逸灵（9）班 叶子栋（6）班

第二批：徐 正（1）班 蒋邵卓（2）班
郑致远（3）班 佘 甜（4）班
益 晨（5）班 陈一天（7）班
李 权（8）班

第三批：胡一帆（1）班 刘佳烨（1）班
唐 倩（1）班 彭 典（2）班

陈 瑾（2）班 陈 玥（2）班 何思霖（3）班
余张洲（3）班 朱晓岚（3）班 余卓远（4）班
钱品儒（4）班 覃天颖（4）班 任政泽（5）班
陈英豪（5）班 许琪祥（5）班 章明妍（6）班
金敏勤（6）班 黄博文（6）班 严子昂（7）班
皮芷怡（7）班 王 琦（7）班 闫耀辉（8）班
江梓豪（8）班 杨万泽（8）班 熊晓雯（9）班
毕永琪（9）班 朱文杰（9）班 王超益（10）班
卢嘉颖（10）班 聂依萌（10）班 王梓骞（11）班
龚 拓（11）班 刘 露（12）班 何英桢（12）班
陈嘉瑞（12）班 雷子锟（13）班 陈冰荪（13）班
祝 赫（13）班

奥运五环纸飞机比赛获奖名单（2016级）：
一等奖：夏 艳（13）班
二等奖：石 康（1）班 方海阔（6）班

张 禹（10）班 陈文彬（11）班

黄紫东（12）班 邓安俞（14）班
三等奖：谭明亮（2）班 胡圆明（4）班

帅亦君（5）班 刘方振（7）班
涂亦能（9）班 陈良东（14）班

四等奖：屈 光（4）班 李锦成（5）班
周 正（8）班 罗子佳（13）班

五等奖：杨 淦（2）班 刘 炜（3）班
李子夫（3）班 刘俊佑（8）班
周义博（11）班 刘晋嘉（12）班

科普知识竞赛获奖名单（2015年级）：
（1）班：蒋博坤 柳雨睛 （2）班：余 钦 谭梓欣
（3）班：洪 烨 李佳怡 （4）班：佘甜徐 陈喆羽
（5）班：汪梦思 陈静薇 （6）班：叶子栋 舒桢平
（7）班：刘 帆 胡芷璇 （8）班：梁 羽 黄 菲
（9）班：高雨婷 黄楷筠 （10）班：何 蕊 王超益
（11）班：宋德志 熊陈黎 （12）班：刘志斌 闵子航
（13）班：黎子航 徐佳宜

火箭发射火箭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