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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教育考察组赴湖南

学习特殊教育工作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余茹报道：近日，市教育局基教

科负责人带领全市各县（市、区）特殊教育负责同志和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一行17人赴湖南省学习特殊教育
相关工作经验。

在长沙市，考察组成员参观了童梦特教云平台，
了解了特教云课堂，对如何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提高
特殊教育教学水平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在株洲市，
考察组参观了株洲市特校的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功能
教室等；在桃江县，大家参观了该县特殊教育学校，重
点学习了该县在随班就读工作上的主要做法和基本
经验。

三天的学习考察工作让考察组收获颇多，在如
何争取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推进发展残疾幼儿学前
教育、开展融合教育随班就读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启
发和收获。希望通过这次学习交流活动，进一步提
升我市特殊教育质量，促进我市特殊教育水平再上
新台阶。

温泉中学校长李育军表示，新时
代的温泉中学要做影响人、培育人的
教育，即影响人的生命态度，培育人的
人格品质。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百花齐
放、精彩纷呈的美育节和校园开放周
活动中，温泉中学可以将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课堂教育和实践活动、人文
教育和艺术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实
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做影响人和
培育人的教育理念铿锵落地。

近年来，温泉中学不断在教学改
革中探索更好的美育方式，希望通过
美育实现育美，培育学生美的理想、美

的情操、美的品格、美的素养，通过艺
术之美，把学生导向求真、为善、向美
的境界，使每一位温中学子具有发现
美、欣赏美、分享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让每一位温中学子未来的生活更加美
好，更加精彩，更加富有情趣。

校园开放周活动是温泉中学近几
年的一个大胆尝试。李育军介绍，希
望通过校园开放这样一个窗口，把温
泉中学的教师风貌、学生素养、校园
环境、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教育成果
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展现在家长面
前，展现在社会面前，自觉主动地接

受家长和社会的检查和监督，以此来
架起家校交流沟通的桥梁，实现社
会、家庭和学校三方共育；督促和倒
逼学校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深化课堂
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个人成长和专业
发展，争取打造更好的学校，培养更
好的教师，为社会、为家长、为孩子提
供更好的教育。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鄂南高中开展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陈哲报道：10日，湖北

省鄂南高级中学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赴崇阳县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纪念五四
运动100周年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支部党员来到崇阳县金塘镇畈上村陈寿昌烈士
陵园，大家向陈寿昌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鲜花，
瞻仰肃穆的纪念碑，聆听血染的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

校党办主任周瑾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行
政后勤党支部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李兵同志宣读了
《关于鄂南高中行政后勤党支部2018年度优秀党员
表彰的决定》，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潘世南回顾了陈寿
昌革命烈士光辉的一生，并提出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
员,要学习先烈们善于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学习他们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
们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学习他们追求理想
忠于信仰服务大局舍身取义的崇高情操;要以先烈为
榜样,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活动现场，行政后勤党支部书记华绪柱作了《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的报告，他说：向烈
士学习，一是做理想信念坚定的党员；二是要热爱我
们伟大的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鄂高、热爱学生；
三是要担当时代责任；四是要坚持原则、严守纪律，树
立正确的利益观。

此后，支部一行来到崇阳县检察院参观廉政文化、
监察文化。

通山县教育局

严把“四关”转变工作作风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报道：今年以来，通山县

教育局从机关自身建设抓起，把好“四关”转变工作作
风。

为了开拓教育工作新局面，该局严把四关转变
工作作风，即严把“责任关”，层层落实责任。该局
把作风建设列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教育局领导
班子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各股室负责人层层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严把“纪律关”，抓
好考勤制度。该局成立了内部管理领导小组，每
月对行机关各股室人员在岗情况，签到情况进行
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评估，评估成绩作为年终评
先评优的依据之一；严把“廉政关”，落实八项规
定。该局局机关建立了公务卡消费制度，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支出，公务接待费等费用支出均比
去年同期有大幅度下降；严把“督导关”，加大惩处
力度。该局每周不定期对各乡镇学校教育等工作
进行明察暗访，对违反工作纪律、存在“四风”问题
的进行严肃处理。

从美育到育美
——温泉中学第七届美育节的背后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傅祖斌

6日—14日，温泉中学第七届美
育节暨第三届校园开放周活动举
行。歌手大赛、钢琴表演、跆拳道比
赛、啦啦操表演、伞绘……学生们在
舞台上，展现自我、施展才华、绽放青
春、放飞梦想。

“妈妈来观看我的表演，我很开心。”七年级
五班的张彦喜欢音乐，此次美育节积极报名参加
了歌舞表演《我与我的祖国》。在活动的最后一
天，张彦的妈妈前来观看了演出。

张彦的妈妈表示，前几天，女儿表演了几场，
但她一直没有时间观看。“女儿希望我能来观看
她的表演，所以今天特意请了假过来。”

八年级七班任景岩的妈妈在活动期间，每天
都带着任景岩的弟弟来参观，“学生们多才多艺，
表演的节目非常精彩。”

任景岩的妈妈此次特意参加了“家长推门听
课”活动，进入课堂，当堂听课。“老师讲得很好，通俗
易懂。”任景岩的妈妈表示，感谢学校提供了这个好
机会，可以亲身感受和体验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氛
围。希望任景岩的弟弟今后也能够来该校就读。

李彬是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孩子要
面临小升初，此次特意前来参观。“活动很好，能
让家长心中有数。”李彬表示，通过各项活动，既
展示了学生们激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展示了学
校教育的成果。

温泉中学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一年
一度的美育节暨校园开放周活动打造成了校园
一道亮丽的风景。此次美育节开展了一系列的
文化艺术活动：有火爆热门的“推门听课”；有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我与我的祖
国”的读书征文活动；有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诗词经典的“经典咏流传”展演活动；有精彩纷
呈、创意百出的歌手大赛、钢琴演奏、跆拳道比
赛、啦啦操表演、伞绘、美术作品展；有尽显特色
和创意的中英文话剧、快板和各类舞蹈……

“有的学生通过活动找到了自
信。”七年级十三班班主任黄娟表示，
有的学生因自身学习成绩不好，变得
自卑不自信。但这些同学在其他方面
有特长，在此次活动中发挥自己的特
长，变得自信了。

黄娟表示，家长平时很忙，与孩子
的互动很少，此次活动为家长和孩子
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家长来
了，学生很开心，老师也很欣慰。”

八年级十一班班主任石娟表示，
在此次活动中，学生们展示了自己的

才艺，同时，家长大力支持、积极参
与，这将给学生们留下一段美好记
忆。

“活动有助于提升家长教育理
念。”八年级五班班主任李朝霞表示，
有的家长很在乎孩子分数、成绩，认为
分数高、成绩好就可以了。不可否认，
分数和成绩对孩子们当下及未来确有
重要意义，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分数和
成绩而牺牲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长远
发展。家长通过此次活动，可以看到
孩子其他方面的风采，从而了解孩子、

了解学校，提升教育理念。
八年级三班的王能水表示，温泉

中学高度重视学生艺术素养提升，注
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此次活动
是温泉中学“影响人，培育人”教育理
念的生动体现。

王能水介绍，通过活动，展示了学
生的多才多艺，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情
操。家长可以深入理解学校的教育理
念、教育要求等，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与
学校保持高度一致，从而保证家校共
育效果。

互动交流的开放周

以文化人的育人经

百花齐放的美育节▲1 ▲2

▲3

立体的陶罐，仿佛触手可摸；鲜嫩的
水果，个个新鲜饱满，让人垂涎三尺；喔喔
叫的大公鸡，笨拙的小熊，憨态可掬的小猴
子，仿佛正在和人逗趣……很难相信，这些
逼真的画作，竟出自一群小学生之手。

“很多学生文化课成绩一般，但是很
爱画画。自从学校开设了专业的写生课
后，来报名的学生非常多……”咸宁市实
验小学美术教师钱琴告诉记者，学校写生
课内容十分丰富，绘画形式有线描写生、
素描写生、水粉静物写生等，还摆放了许
多的石膏几何体、瓶瓶罐罐、花花草草、蔬
菜水果等模型......总之，只要能把它表现
出来，任何物品都能成为学生写生的主
角。写生课需要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和心
灵去观察，从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并
把它们表现在一张张画纸上。

除在写生课专用教室写生外，学校里
的一草一木都成为这些美术生生活中的

一部分，他们经常三五成群，手持画板，对
着校园一角进行写生，描绘着美丽的校园
风景，感受着校园生活的美好！全不知，
自己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虽
然周遭经常有学生嬉笑打闹，但他们依然
聚精会神，完全融入到绘画之中，丝毫不
受环境的影响！

画画的过程也是写生课师生谈心的
过程，每当完成一幅画作，学生们总会在
一起有说有笑，交流写生心得，在愉快的
氛围中感受着绘画的美好！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参加写生课程？”
“学习写生能让我静下心来，仔细观

察、认真思考。”
“写生的学习，让我知道如何去把平面

的物体绘画出三维立体的效果，我很喜欢
素描写生，我要好好的去学习素描画，将来
朝着大师的目标努力前进。”

“我喜欢老师带着我们去户外写生，

走出教室，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是完全
不同于教室里学习的全新体验，在大自然
鸟语花香的美景中进行学习，自然变得轻
松愉快，绘画作品也有很大的提高。”

面对孩子们的画作，家长们也感到惊
讶和欣喜。一位四年级家长告诉记者，每
周五回家，她的孩子就会迫不及待的把她
今天的写生作业拿来跟我分享，虽然有些
作业很粗糙、稚拙，但是能感受到孩子的
心态、眼界、智力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从以
前的画不完、坐不住到现在我一定要画
好，她的进步是离不开老师的悉心培养
的，希望孩子能在这些校本课程中学到更
多父母给不了的知识与能力。

该校校长杜小清表示，学科拓展性的

校本课程开发，是结合本校学生的需要对
标准、大纲、通用教材进行调整，重组和拓
展、延伸。学校所开设的校本课程把学生

“兴趣”作为首要原则。如，写生课从已有
的美术课程架构出发、挖掘校内外一切资
源，尝试开设跨学科主题实践课程，通过
绘画作品的艺术形象去激发学生的美感，
通过生动的绘画创作和对绘画作品的欣
赏，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绘画形象的熏
陶和感染，使学生在情操、品格、心灵上受
到有益的影响。从制度层次规范了校本
课程的设置和开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
的课程体系，使文化课和艺术修养课的结
构更加合理，更能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写艺心生 与美相聚
○ 刘安平 钱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的有关规定，经崇阳县人民政府批准,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公开拍卖方式出让崇阳县P【2019】01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经县政府授权，由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拍卖。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宗地图）

崇阳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注：P【2019】015号地块商服建筑面积占比≤40%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

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申请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
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拍卖出让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
料。

三、本次崇阳县P【2019】01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6月5日，到崇阳
县发展大厦四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
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只能于2019年6月6日上午8:00时在崇阳县
发展大厦四楼向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湖北德润古今拍
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竞买人提交申请后，只允许随同参
加申请的竞买人进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6月5日下午16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将在
2019年6月6日09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崇阳县P【2019】015号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
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七、本次崇阳县P【2019】015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会定于2019年6月6日10时在崇阳县发展大厦四楼崇阳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举行。

八、联系方式：
（一）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地址：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发展大厦四楼
联系电话：0715-3333801
（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15727151166
网址：www.hbdrgj.com.cn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59号时代广场1座26楼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82010000001136969
开户行：湖北崇阳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北支行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5月17日

日前，在赤壁市委市政府领导指导下，该
市组织科信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咸宁市生态环保赤壁分局、赵李桥镇等相
关单位，对羊楼洞石人泉村7座石灰窑进行窑
体拆除。这是继五一期间拆除羊楼洞北山两
处石灰窑后又一次有力行动。

赤壁市境内共有石灰窑（土窑）51座，主
要分布在赵李桥镇等4个乡镇办。根据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信访件
中涉及“赵李桥羊楼洞石人泉村，有四家烧
窑的，灰尘很大，路面被毁”的问题，赤壁市
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非法生产石灰窑

专项治理工作会》，多次专题研究，迅速落实
到位，下发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赤壁市非法生产石灰窑专项治理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该市科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管
理局、咸宁生态环保赤壁分局等部门对羊楼
洞、蓼坪及蒲圻办事处、中伙铺镇等地方石灰
窑进行了多次巡查，准备了相关法律文书。对
赵李桥镇部分钙石加工企业进行安全大检查，详
细了解钢窑技术改造相关工作，鼓励支持企业通
过技术改造，达到国家相关法规、安全、环评等相
关要求，合理合法生产经营。 （赵虎 红斌）

赤壁市开展非法生产石灰窑整治

房屋出租
温泉中心花坛临街门面出

租，面积600平方米，适合金融
网点，通讯卖场等。另有金桂路
1号房屋出租，面积10000平方
米，适合汽车4S店，物流等。

联系电话：13707248551
联系人：丁先生

湖北新烯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MA4870YKXU）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新烯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注销公告

通城县吉尔安纯净水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222MA487T7DXT，特声明作废。

汪洋遗失高新温泉轩乡磨餐饮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21200MA4CRWBK3C，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水产局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分行咸
安 区 支 行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0242303，账号：685301040004867，特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支公司综合开拓部
SA杨玲遗失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空白单证一份，印刷号
为：PCC010010180900210442，特声明作废。

王金明遗失咸安区永安大道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132235，特声明作废。

何丽霞遗失咸安区桂诚招待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136636，特声明作废。

何丽霞遗失咸安区天源防水工程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085704，特声明作废。

李绍健遗失位于赤壁市官塘驿镇丰乐畈村九组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421281108220090015J，特声明
作废。

周储遗失残疾证，证号：421202199101030510，特声
明作废。

嘉鱼县发展和改革局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鱼开发区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363000017104，账号：42001696208058078978，特声明
作废。

刘爱平遗失咸安区马桥镇严洲村六组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02MA4CGW2P7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地块编号

P【2019】
015号

地块位置

天城镇
解放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8381.7

土地
用途

商服
住宅用地

出让
年限

商服40年
住宅70年

容积率

≤4.2

建筑
密度

≤60%
绿地率

≥25%

建筑
限高

≤80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0

起拍价
（万元）

6300

受某事业单位委托，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2名特种设备检测服务工作人
员。特此公告

月工资4000元，交五险。招聘热线：
0715-8111922 18907240829（同微信）

简历投递：769462697@qq.com
报名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41号

招聘公告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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