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0 号 下
午，团省委副书记
陈立、宣传部主任
科员姚雪等来我
校，与 2016、2017
级 18 名团员学生
代表开展青年大
学习活动。出席
本次活动的有团
市委副书记刘珈、
团市委党组成员
曹考取，校长李育
军、副校长雷宗刚
陪同参与。

学校荣获全国作文教学先进单位
（授予单位：华中师大文学院语文教

学与研究杂志社）

学校被评为湖北省青少年校园篮球
特色学校
（授予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七一”表彰：
（一）优秀党支部 第三支部
（二）优秀党员
王天鹅 宋丹丹 程素芳
柯春霞 陈 颖 徐平凡
苏志波 胡晋城 郑 伟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
胡华平 张金凤 艾国荣 任太昌

第十九届“新世纪”杯全国中学生作
文大赛一等奖：
2015级（4）班 佘甜
（授予单位：华中师大文学院语文教

学与研究杂志社）

2018年湖北省中小学电脑制作活
动机器人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2017级 （1）班 张航宁 唐子轩
2016级 （2）班 杨 淦 雷梓桐
（11）班 钱子盈 甘乐乐

二等奖
2017级 （1）班 薛铭洋 韩僖泽
（5）班 左逸晨 陈楚逸
2016级 （7）班 严子豪
（11）班 李 顺

三等奖
2017级 （5）班 卢炜杰 祝浩明
2016级 （11）班 陈文彬

校园“十佳歌手”：
2017级：（1）班 何 川 庄宇豪
（2）班 佘昱航 （7）班 王梦娇
（10）班 汤承晔
2016级：（4）班 项泽宇
（13）班 黄泰哲 （14）班 吴蔓脉
（13）班 汤承丰 罗正宇（组合）
（13）班 张怡阳 孙 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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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传真★
★5月15日～22日，学校开展第六届

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
★5月24日，2015级学生参加全市中

考实验操作。
★5月25日，市人大代表团一行来我

校进行全民健身活动调研。
★5月25日，校党总支书记李育军、各

支部书记参加市直教育系统党建暨第19
个宣教月活动动员会议。

★5月28日，市督学来校开展督导工
作。

★5月30日，湖北省戏曲名家来校开
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5月30日，副校长王立三赴黄石参
加市教育局组织的学校安全及后勤工作学
习。

★5月31日，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毛齐
明教授来校指导校园文化建设工作。

★6月1日，校长李育军参加全省教育
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
讲话精神及暑假前后三个重点工作部署视
频会议。

★6月 4日，校党总支组织开展2018
第6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6月4日，学校召开党建暨“红色宣
传工程”工作推进会。

★6月5日，工会主席刘元松赴武汉参
加“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暨德育一体化
培训班”学习。

★6月5日，副校长雷宗刚参加市教育
局组织的学籍管理及招生工作会。

★6月6日，教务处组织召开2018年
春季“课改课”比赛活动总结会。

★6月11日，校党总支书记李育军与
郑伟、宋丹丹、汤杰三名党员代表教育局队
参加全市“学党章、学报告”及学习《宪法》
《监察法》知识竞赛。

★6 月 12 日，学校召开宣传工作暨
2018年第3期（总第39期）校报工作会。

★6月19日，学校举行九年级毕业典
礼及中考送考仪式。

★6月20日～21日，2015级学生参加
全市中考。

★6月27日～28日，2016、2017级组
织期末考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松来校调研
本报讯 王天娥报道：为落实《咸宁市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进一步推动我市全民
健身事业发展，提高市民身体素质，促进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5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镇方松、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叶金才、市体育局局长孙金波等20人莅临
我校，专题调研校体育馆建设、使用情况及
全民健身项目。校长李育军、副校长雷宗
刚、体卫艺处主任陈明峰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学校体育馆，

查看了体育馆设计布局和基础设施。调研
时，李育军向市人大代表介绍了学校的办
学理念、师生面貌、文化建设、办学特色以
及学校近期举办的第六届美育节暨校园开
放周活动的情况。调研组对温中近年来努
力办学给予充分肯定，并对美育节暨开放
周活动的成效和影响表示赞赏，同时对校
园开放活动及大型体育活动中校园安全、
活动器材、设施维护、意外应对及保障、全
面健身项目的推进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他

们认为，学校要进一步完善体育设施，加强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化群众体育
组织建设和服务意识。

镇方松在调研中指出：要明确全民健
康与全面小康的关系、明确敬德修业与强
身健体的关系、明确体育外在与养生内在
的关系，希望学校搞好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把全民健身落到实处，为咸宁市体育
事业的发展，发出时代好声音、弘扬社会正
能量、争当积极践行者。

本报讯 赵慧报道：5月15日,第六届美
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在校学术报告厅开
幕。参加开幕式的有家长委员会代表和
2017级、2018级全体学生。校长李育军等行
政领导班子出席此次活动。副校长雷宗刚主
持活动。

开幕式上，雷宗刚致开幕辞。他代表学
校对所有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向
在场嘉宾详细介绍此次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
活动的各项工作安排。他说，此次活动是学校

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
育，培育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展示温中
学子精神风貌和气质魅力的大好平台，同时也
为家校沟通、家校合育搭建桥梁。李育军宣布
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正式开幕。

本次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共设钢
琴专场、合唱专场暨校园歌手决赛、综合专场
和汇报专场。钢琴专场是开幕式活动的重要
部分。钢琴专场活动参赛曲目风格多样，
2017级（11）班郑凌云同学用一首激昂的《克

罗地亚狂想曲》拉开比赛序幕。演奏风格时
而激扬高亢，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清脆悠扬，
时而婉转浪漫。选手们以自己精湛的琴艺，
让在场观众随着节奏沉醉其中。

李育军在开幕式上指出：艺术来源于生
活，生活造就了艺术。校园里有了艺术，就有
了灵动的精神，因此，繁荣校园文化、倡导精神
文明、塑造优良品格、陶冶高尚情操，使同学们
崇尚文化、热爱艺术、热爱人生、学会做人、学
会学习，这是我们举办美育节所追求的目标。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过“真善美具备，人
生才完美。”为了更完美的人生，温泉中学一直
致力于培育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美育实践，
贵在坚持，这不仅是我们美育节的初衷，同时
也是我们校园开放周活动的重要环节，校园开
放周将继续为社会培育美、创造美、传播美！

实施素质教育 让成长更美好
—— 第六届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正式开幕

本报讯 李儒高报道：5月22日，学校特
邀咸宁市教育科学院院长汪永富,为家长和
师生作《做新时代家长，让孩子快乐且优秀—
新形势下教育改革趋势和应对策略》的家庭
教育专题讲座，帮助家长和教师学习掌握适
应社会发展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教育局副局

长李祖习，教育局党组成员甘老久，市实验小
学校长杜小清等出席讲座活动，校长李育军
陪同参与。活动由副校长黄腾主持。

汪永富从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
问题出发，通过讲故事、放视频等方式，强调
父母要重视家庭教育。针对现代家庭教育问

题,他提出了三个方法：（1）家长要学习先进
的教育理念；（2）行胜于言，为孩子多尽一份
责任；（3）父母要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要和
老师形成教育孩子的搭档。他特别告诫父母
不要用自己的成长和理想来“绑架”孩子，不
要把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让孩子首先

成为一个有德行、懂感恩的人。家长必须要
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
成为新时代的合格父母。

整场讲座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贴近生
活，引起了家长的共鸣。很多家长表示此次
讲座让他们受益匪浅，不仅对家庭教育先进
理念和实施方法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与思考，
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
配合的重要性。家长纷纷表示，希望学校能
多开展这样的活动，给家长提供学习的平台，
与学校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

做新时代家长 让孩子快乐且优秀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汪永富来校作专题讲座

尊敬的各位领导、家长、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在这个

美好的季节里，温泉中学第六届美育节暨校
园开放周活动于5月15日开幕了，一周的时
间里，歌声、欢笑声弥漫着整个笔架山。今天
的汇报专场，我们又迎来了一批与我们分享
快乐的领导和家长朋友们，我代表学校对你
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让每个孩子都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这启示我们：好教育就是着
眼孩子的未来发展，让每个孩子的人生出
彩。围绕这个课题，结合学校实际我认为，我
们的育人观念必须转变，育人方法必须优化，
育人体制机制必须创新。

一、观念转变——从培养知识青年到培
养创新人才

我们的教育观念必须从培养知识青年转

变到培养创新人才上。培养敢于创新、乐于
创新、善于创新的学生，要成为温泉中学教育
的基本价值取向。突出抓好学生的养成教
育，创设合适载体（如“养文明习惯，建美丽温
中”系列活动），引导他们认识自己、尊重他
人，从他律走向自律。尊重学生个性，鼓励学
生适当“狂”一点，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将他
们的棱角磨平，锐气销尽。鼓励学生充分表
达自己的观点，不简单、轻易地否定学生的想
法，要分析他是怎么想的，要善于发现其中合
理的成分、独到的见解。
二、方法优化——从授业解惑到探索发现

实施方法的变革，实现从授业解惑到探
索发现。我们将按照如下路径推进：一是聚
焦课程改革。突破过去教材——教参——学
生这一固定的程序和模式，别具匠心地“分
解”教材、“重组”教学内容，推进国家课程的
校本化建设，逐渐过渡到按“校本教材”进行

教学。二是聚焦课堂改革。按照“以学为本，
主动发展”的理念来变革课堂教学模式，由过
去的“记中学”转变为“做中学和悟中学”。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的学
习方法，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指导学生在
系统的学科学习中养成思考习惯，增强思维
品质，提升思维境界。三是改革质量评价标
准。分数是应试教育背景下的质量评价标
准，这造成了严重的学业过剩陷阱，导致新一
代国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等。创新
人才的培养，必须基于核心素养的达成进行
多维度评价，树立多元质量观，引导基础教育
向关注人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前行。

三、体制机制创新——从闭门造车到开
放办学

在社会多元化、智能化的进程中，温泉中
学秉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思想，以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创新意

识、开阔视野、优良品质的学生为己任，积极
探索学校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办学措施，提升
办学质量。我校与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合作，
对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目标等结合时代特征、
发 展 需 求 重 新 梳 理提炼，制定温泉中学
2018—2023五年发展规划，引领温泉中学与时
俱进高品质发展。积极探索校内外、国内外合
作办学，为学生提供更优质、更广阔的发展平
台，让学生成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平台上自由
行走的人。我校与专业体育公司联合成立笔
架山体育俱乐部，与湖北科技学院等单位联合
成立咸宁市青少年创客教育协会，探索特色拔
尖人才培养新模式。与韩国义王市慕洛学校
结成友好学校，与加拿大布尔格中学签订合作
交流协议，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去美国、英国、
新加坡等国家研学旅行已成常态。

尊敬的各位领导、家长、老师，亲爱的同
学们，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让
前行的你我紧紧握住温泉中学的梦想——打
造享誉中外的教育名校，让创新驱动，品质发
展贯穿在全部工作生活中，养成一种习惯，化
为一种境界，执著前行，梦想成真！

谢谢大家！（本文有删减）
2018年5月22日

创新驱动 品质发展
——李育军在第六届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汇报专场上的讲话

本报讯 文晓莲报道：为增强青少年的
自我保护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6月1
日，市检察院来校开展以“关爱祖国未来擦亮
未检品牌”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出
席本次活动的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周斌、市
妇联副主席王左涛、市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舒宗福、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金保等相关领
导。活动由副校长王立三主持。

省人民检察院未检处的检察官阮雪琴给
学生上了《花季雨季我的青春我做主》法制教
育课。她以中学生常见不良行为为切入点，
用诙谐的语言、生动的图片，循序渐进地引导

学生要改正不良习惯；教育他们认识到哪些
是不良行为、哪些是违法犯罪行为以及违法
犯罪将有什么后果；告诉学生如何抵制不良
风气侵袭、如何提高自我保护防范意识、维护
自身安全，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知法、懂法、
守法的学生。在检察官的引领下，同学们参

观了《禁毒宣传》、《检务公开》、《违法犯罪警
示》、《青少年普法知识》等宣传展板，学生们
深受教育。2017级（2）班学生佘昱杭说：“今
天的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法律原来一直在我
们身边。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在享受美好生
活和可贵自由的同时，一定要学法懂法，做守
法好公民！”

王立三表示：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
是保护我们的未来。让每个学生在接受文化
知识的基础上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做一个遵纪守法来建设我们国家的人，
是我们温泉中学的追求和希望！

关爱祖国未来 擦亮未检品牌
——市检察院来校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王天娥、赵慧报道：为了让学生
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了解并认同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将湖北省的经典戏曲
文化发扬光大，5月30日，由中共咸宁市委宣
传部、咸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咸宁市教
育局和咸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戏
曲进校园”活动走进我校，让孩子们零距离感

受戏曲魅力。2016级全体师生观看演出，活
动由副校长雷宗刚主持。

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麻华向我们介绍了
汉剧的由来及汉剧的十种角色，让在场师生
对汉剧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演出中，汉
剧选段《打花鼓》将戏曲表演的艺术手段“唱”

“念”“做”“打”表现得淋漓尽致，赢得师生一

片叫好。楚剧《推车赶会》、清唱《访友》、黄梅
戏《天仙配》则以不同的表演形式展现了本土
戏曲的精髓与魅力。京歌《梨花颂》向我们充
分展示了国粹的无穷韵味，赢得台下师生的
阵阵掌声。在互动环节，学生们踊跃上台，向
戏曲名家、演员学艺并“现学现卖”，那一招一
式做起来有模有样，让大家频频叫好。

雷宗刚在演出结束时致辞：“这样的活动会
一直开展下去，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让他们从小在心里种下一颗戏曲
的种子。希望广大师生了解戏曲知识，培养戏曲
素养，致力于继承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活动，互动性强，寓教于乐，充分调
动了师生对戏曲的兴趣，引起了他们的极大
反响。“戏曲进校园”活动，对于弘扬民族精
神、传承推广地方戏曲文化、提升同学们的艺
术审美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提
升校园文明创建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承戏曲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戏曲进校园”活动走进温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