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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之际，我校以“开学第一课”
启动为界给全体教师带来了一次精神
的洗礼。由咸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汪
洋书记主讲的《明师德、塑己育人》师
德师风专题讲座在咸宁市实验小学学
术报告厅如期举行。
会上，汪洋围绕“教师的定位与
要求”、
“ 师德的标准”、
“ 好教师的标
准”三个方面来解读师德内涵，指导
教师如何践行师德规范；他主张学校
需要根据发展、针对教师的实际，创
造 性 地 开 展 师 德 教 育 工 作 ，力 求 实

效，并对教师提出了“师者立德、当树
‘五情’”、
“ 正身树德，还须五学”的重
要论述；他指出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学生的情感日益丰富，教师师德
更多表现在要以情感人、以情育人、
以情化人，要努力营造和丰富自己的
情 感 世 界 ，对 教 育 事 业 有 饱 满 的 情
绪、深厚的情感、高雅的情趣、坚贞的
情操、高尚的情怀，才能适应不断变
化的教育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其社
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他强调对于每一
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来说，加强师

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对我校创建全国文明校园进行实地督查
本报讯 通讯员朱曲波报道：近日，咸
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登和市教育局副局
长李祖习一行莅临我校，对我校全国文明
校园创建工作进行督查。校长杜小清、副
校长朱辉陪同。
会上，分管校长围绕我校创建为全国
文明校园后如何巩固创建成果，对我校的
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以及今后的发展思

路进行了汇报，我校将进一步加快建设步
伐，不断将创建文明校园工作纵深推进，让
校园处处盛开文明之花。
会后，督查组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现
场查看校园文化建设情况和参观办公区、
教学区、体育活动区、餐厅及相关展室，实
地感受了我校文明创建的情况，对我校日
常工作以及特色工作进行复查。

复查中，
督查组对我校的创建工作给予
了高度肯定，
指出学校的
“雅行教育”
、
“阳光
体育”
“
、三特方针”
契合了当今青少年身心健
康发展的时代需求。
“雅行教育”
厚植德育根
基、教育成果突出；
“阳光体育”
丰富多彩、倡
导健康、
运动、
阳光、
未来；
“三特方针”
着力特
色教育，发展学生个性。学校注重“以人为
本”
“因材施教”
，
用身边人身边事积极弘扬培

与美好相遇
——记咸宁市实验小学 2020 年秋一年级教师培训会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
逢。
有人喜欢“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初遇，
也有人喜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的惊喜……
与教育的相遇一定是美好的开始。于
每一位新教师而言，或许就是生命中一段

最美的相遇。其实，教书真正的意义是谋
一些喜欢，谋一些梦想，为自己，也为那些
天真活泼、率真可爱的孩子们。
据悉，2020 年秋我校新入职教师共 24
人。其中，本科学历 23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1 人。
24 位踏入工作岗位新教师们，他们朝

气蓬勃，充满活力；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在欢声笑语中，沐浴着市实小人殷切关
怀的阳光，追随着前辈的步履。
本次一年级教师的培训由学校课程管
理处推选优秀教师骨干代表徐亚钰、胡钦
辉、朱亚兰三位老师主讲，她们从语数教学
和班主任工作等方面做了经验交流。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加强科技创新
教育，
坚持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
积极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经典诵读融入校园文化
建设之中，
学校文明创建工作扎实有特色，
卓
有成效。希望咸宁市实验小学进一步总结经
验，
深挖特色，
强化内涵，
确保咸宁市实验小
学这块全国文明校园金字招牌不褪色，
起好
“全国文明校园”
应有的示范引领作用。

会上，胡钦辉老师从工作细节出发，将
“教书育人、关爱学生、家校沟通、自我提
升”四个方面如何落到实处，一一进行了归
纳梳理；朱亚兰老师聚焦一年级数学教学，
指导新教师重点关注“学生听和讲的习惯
培养”、
“ 重视数学阅读”、
“ 注重计算教学”
等三个方面。
在几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之后，新教师
们通过自己的理解也从班主任工作、教学
工作和时间统筹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一
些想法，在这场青蓝相遇中，新教师满怀赤
忱、大胆勇敢将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新的
使命。

立德树人 做新时代好教师
——我校多位教师获市教育局表彰
编者按：
教育是平凡的事儿，
它琐碎到时间的分分秒秒，
它细微到知识中的毫厘之间；
它的不平凡要在时间的延展中熔铸，
在知识的联结中凝聚。纵岁月流逝，
周而复始，
初心
不变，
梦想不改，
依然保持如雪素心、
目光清澄，
播撒于三尺讲台，
追寻不平凡的教育之路。
教师节前夕，由咸宁市教育局主办的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暨全市教育系统先进个

人表彰中，我校孙惠明老师荣获“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称号，王青老师被评为“咸宁
市骨干教师”，徐惊雷老师被评为
“咸宁市优秀班主任”，钱琴老师被评为
“咸宁市优秀
青年教师”。学校希望全体教师向受表彰的先进典型学习，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
树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孙惠明 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她以身作
则，以爱和行动感染学生；她潜心教学，以广博知识润
化学生；她以诚相待，用点滴爱心转化学生；她一路耕
耘一路收获，用坚守诠释责任，
用奉献彰显担当。
主要荣誉：咸宁市优秀语文教师、先后荣获“咸宁
市模范班主任”、
“ 湖北省综合实践先进个人”等称
号。2020 年被评为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

王 青 中共党员、小学高级教师，湖北省数学
学会会员。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重视学生个性化
体验；他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他以学者型的教师作为目标，持之以
恒，孜孜以求。
主要荣誉：
校
“十佳班主任”
“优秀教师”
；说课比赛
省级二等奖；
微课、
课件多次获省市级奖；
多篇论文获国
家、
省、
市奖；
市骨干教师、
湖北科技学院国培、
省培班特
聘教师；
国家、
省级希望杯奥数竞赛优秀辅导员。

徐惊雷 小学高级教师。她三十余年耕耘教学
一线，23 次荣获咸宁市实验小学“优秀班主任”称号，
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担当教书育人使命。
主要荣誉：咸宁市优秀班主任

钱 琴 中共党员、小学高级教师。她尊重学
生、勇于创新，让学生快乐的学习；她勤奋务实、大胆
实践，
把美术课堂根植于学生生活。
主要荣誉：湖北省美术教师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咸宁市美术电脑设计一等奖、咸宁市美术教师基本功
竞赛全能一等奖、市优质课二等奖、市优秀党员、市优
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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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系列报道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汪 菡、钱 琴 报
道：为进一步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学生上、下学安
全，
维护校园周边秩序，
助力咸宁市创
建文明城市，我校开展唐光友学雷锋
志愿活动关爱未成年人志愿服务“护
校安园”行动，由家长志愿者组成的
“家长护校队”；由学校行政人员与教
师组成的
“教师护校队”
；
由公安局、
交
警、
派出所的学生家长组成的
“爱心护
校队”
以及学校专业的保安队伍，
齐抓
共管的校园安全防线，真正实现了校
园及其周边“有人看、有人巡、有人
防”
，
确保了学校的稳定和安全。
自9月1日开学之日起，
这支
“家校
警”
护校队就一直秉着
“工作热心、
吃苦
耐劳、
处置有方、
责任感十足”
的干劲轮
流值守在学校两处大门、
街边两旁、
人
行横道等处，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摸
排、
学生安全指导等各项工作中。
“护校队”中，有年轻的交警、保
安，
也有年过花甲的家长爷爷，
我们的
教师队伍里有党员、积极分子、团员、
班主任等，
他们大多都是
“一岗多责”
，
开学工作十分繁忙，
依然以身作则，
以
身示范，挤出时间积极加入到护校队
伍中来。这支护校队每天早上、
中午、
下午，顶着日晒雨淋轮流轮班值守在
校园门口、
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积极开
展各项安全排查工作，为学生上学保
驾护航，
构建
“平安校园”
“文明校园”
。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他们的
安全牵动着学校、家长以及全社会的
心。正是“家校警”护校队志愿者的
辛苦付出，学生才多一份安全，家长
更多一些放心。

咸宁市实验小学开展唐光友学雷锋关爱未成年人志愿服务活动
——

本报讯 通讯员杜小平报道：9 月 10 日，在第
36 个教师节之际，咸宁市市长王远鹤、副市长刘复
兴、市政府副秘书长廖朝晖、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海
泉等一行来到咸宁市实验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
师。在校长杜小清、校总支书记黄建军等校委会成
员的陪同下，王市长送上慰问金，勉励大家坚持“立
德树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干劲传道授业、铸魂
育才，努力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向全校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和
问候。
上午八点，王市长等一行来到市实验小学，亲
切慰问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孙惠明老师、咸宁市优
秀班主任徐惊雷老师，高度肯定教师们为咸宁教育
所作出的贡献，他指出，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教师的职责任重而道远。暖心的话语让两位
老师十分感动，瞬间拉近了距离。王市长询问了十
佳师德标兵孙惠明老师所教课程，肯定她是教师中
的优秀代表。在了解到咸宁市优秀班主任徐惊雷
老师从教 32 年，担任了 32 年班主任后，王市长指
出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健全人格塑造关键在于班
主任细心发现、细致工作及正确引导。他对老师们
提出两点希冀：把教师这份光辉的职业要做好，把
立德树人的工作做好。
走访中，王市长等市领导还实地察看了学校的
建设情况，
详细了解了学校开学工作情况。他指出，
教育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工程，人民教师是光荣
而神圣的职业，广大教师要牢记肩负的神圣职责和
使命，
在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上下功夫，
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
为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美﹃护校队﹄，筑守校园安全防线

市长王远鹤一行走访慰问我校教师代表

德师风建设主要在于自己的不断学
习和自我修养。根据师德的表现和
要求，老师们除了学习学科专业知识
外，还应该有“五学”：即学文学，会表
达，善沟通；学历史，知师道，明初心；
学 心 理 学 ，能 调 节 ，会 控 制 ；学 教 育
学，懂规律，有方法；学哲学，练思维，
可通透。
通过此次师德师风学习，全体教
师受益匪浅，对师德师风有了更深的
思考和认知，为未来潜心育人打下了
良好的理论基石。

雅行教育

践行雅言雅行
争做实小儒雅少年
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本期
的文明雅行倡导员,我就
是思琪老师！能以这种
方式和大家见面，我想一
定很特别吧！在第一期
栏目中，小曲老师给同学
们出了一道题目，请问你
找到答案了吗？他的题
目是“你们知道什么是雅
言雅行吗？”，现在我终于
可以公布答案了！
什么是雅言雅行呢？
雅言雅行就是优雅
的谈吐、文雅的举止和高
雅的品味，
“ 雅”，是一种
修养，一种内涵，是一个
人内在素质的体现。
没错！
“ 文雅的言谈
举止、优雅的行为规范、
儒雅的形象气质”就是我
们实验小学学生文明的
标准。那么，今天我要和
大家分享，如何做到言谈
之雅？课间活动我们又
应该如何规范自己？还
有上课呢？
一、言谈之雅：
在日常言谈交谈、师
生交流时，要做到“言正、
言明、言美”
。
具体规范：
1、要坚持讲普通话，
字正腔圆，不说家乡话。
２、与人交谈时要目
视对方，不要东张西望。
不随意打断别人讲话。
３、要 吐 字 清 晰 ，声
音洪亮，语速适中，不说
半截话。
４、要 待 人 礼 貌 ，热
情大方，诚恳友善，不说
脏话粗话。
二、课间之雅：
在课间活动、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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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楼梯等活动中做到
举止文明、健康向上。
具体规范：
１、要 做 到 文 明 行
走，文明休息、文明游戏，
不奔跑，
不喧哗。
２、参加课间轻松愉
快的运动，运动强度要适
当，不做剧烈的运动。
３、要保持校园环境
卫生，
不乱扔果皮纸屑。
４、上下楼梯要做到
井 然 有 序 靠 右 行 ，不 拥
挤，防踩踏。
５、要 举 止 文 雅 ，不
擅自进入教师办公室，不
在办公室周围喧哗，不随
意串班。
三、上课之雅：
在上课时应遵守纪
律、专心听讲、积极合作、
踊跃展示。
具体规范：
1、上课铃响时，保持
良好的仪态，端正坐姿，
恭候老师上课。
2、上课不无故迟到，
遵守课堂纪律，回答问题
应举手起立，
不随便讲话。
3、尊重老师，上课时
姿态端正，眼望黑板、老
师或书本笔记。不可东
张西望，伏于桌面，更不
可上课睡觉。
4、讨论时应积极发
言，互帮互助，团结协作，
共同进步。
5、上台展示时站姿
端正，举止得体、落落大
方，声音洪亮。
让我们一起行动，养
成良好的雅行习惯，争做
一名实小儒雅少年吧！
本期文明雅行倡导
员：思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