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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怀川英雄谱·温县第一高级中学篇

——看温县一中如何用实力拼出教学底气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本报通讯员 张利云

以党建为引领 信念坚定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近日，温县一
中全体师生在校园中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唱出心
中的赞歌。

过去一年，温县一中党委以“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
治校的红色引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将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穿学校教
育教学方方面面，以“党建强”引领“教育强”。

该校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加强阵地
建设，营造浓厚党建氛围，充分利用校广场两
侧宣传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两学一做”等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党建文
化一一呈现在师生面前，真正将党建文化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原动力，党员教师充
分发挥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个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一个先锋，就是一面镜子。该校深
入开展党员教师“挂牌子、亮身份、作表率”活
动，党员教师佩戴党徽，学校各科室、教师办
公室张贴党员标志牌，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

性观念。挖掘党员教师中的先进典型，总结宣
传先进事迹，激励全体教师提高业务能力和
综合素质，全面推动学校发展和党员队伍建
设同频共振。

以身正定军心 不令而行

校长要做好管理，必须明确育人目标，夯
实管理基础，优化管理流程，抓住重点工作。
温县一中党委书记、校长朱瑞晨常常带头深
入教学一线，亲身参与年级各项事务、各类管
理。“只有校长的根在课堂，学校这棵大树才
会枝繁叶茂。”朱瑞晨说。

在温县一中，校领导班子个个思维敏捷、
业务熟练、富有激情。张国运、徐承宏、杨同
强、王娟、任小康也常态化地组织参与年级成
绩分析会、备课组长会、班主任会、学生会、家
长会等活动，激励教师斗志、助推家校合力、
鼓舞学生士气。与此同时，他们还身先士卒，
用思想、智慧和行动感染着每一位中层干部，
激发中层干部强大执行力。王略、范海伟、童
随忠、王关雷、董志刚、毕攀登、李红旗、陈会
军等中层干部，深入贯彻落实学校办学理念，
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校管理制度。

该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秉承“让勤奋
和认真成为一生的习惯，用毅力加反思成就
美好的明天”的育人理念，牢记“面对社会的
期盼除了爱心就是奉献，面对家长的重托除
了责任就是使命”的博大情怀，坚持“抓住了
高一就抓住了高中，抓住了高二就抓住了高
考，抓住了高三就抓住了人生”的教育方略，
以身作则，不令而行。

以真心换真情 和衷共济

多年来，温县一中为我市教育质量的提
升增光添彩。何以取得如此优异成绩？这得益
于校领导班子与中层干部的团结协作，更得
益于教师们的辛勤付出。该校全体教师尊重
数据、敬畏制度、崇尚战功，爱岗敬业、高效落
实、虔诚耕耘，倾尽全部心血教书育人。

张小龙、石磊、杨小林、申龙等教师坚定
理想信念，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给年轻人作
表率。李中营、郑东亮、王德胜、马明华等教师
身体不适，带病坚守在教学岗位，只因放心不
下班里的学生。宋琦、崔乾是一对教师夫妻，
孩子生病住院，两人没有耽误一节课，没有少
批一次作业，没有少评一次卷子。崔恒超、宋
敏等教师，左肩担教育，右肩扛家庭。他们在
平凡之处见伟大，于细微之处显高尚。

温县一中的老师们在岁月更迭中春风化
雨、匠心育人，为学校发展和学生培养立下了
汗马功劳。他们用真心换来了学生们的真情，
师生齐心协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大步前行。

以规矩成方圆 育才成林

严管是大爱，宽松是大害。“严”是纪律，
是手段，是方法，更是策略。在温县一中，严格
管理主要体现在纪律、课堂、卫生这三个方面。

严在纪律，学生需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才
能保证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不为琐事分心。
严在课堂，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严谨的
课堂是高效学习的保障，打造高效课堂除了
教师的主导作用，还需要学生专注投入。严在
卫生，整洁的校园环境、有序的宿舍管理让学
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无规矩不成方圆，温县一中领导班子凝
心聚力、中层干部高效执行、全体教师同心合
力，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狠抓教学常
规，严抓管理细节，严出了好成绩。

据统计，自建校以来，温县一中先后培养
出河南省文科、理科第一名各 1 人，焦作市
文、理科第一名共计38人。该校“无尖育尖，
年年出尖”，创造了无数个“低进高出，高进优
出”的教育奇迹。尤其是近年来，该校清华、北
大录取人数接连突破，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人
数大幅增长，一本上线人数呈井喷式增长，奏
响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凯歌，绘制了一张张
令人振奋的捷报。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
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
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
希望。如今，在教育发展的浪潮中，温县一
中全体教师将充分发扬“崇文尚武、创新创
造、时不我待、追求卓越”的新时代温县精
神，做好学生人生道路上的筑梦者和引路
人！

过去一年，温县一中在温县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县教
育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校领导班子
的团结带领下，用实力拼出教学底
气，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

2019年高考，温县一中囊括全市
文科前两名，学生李祎欣以全市文科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学生慕公培以全市文科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理科
650分以上9人，文科640分以上2人，
600分以上文理合计119人。其中，学
生王鑫鹏、茹俍恺、王悦同被海军航
空大学录取。2019 届 1488 名毕业生
中，共有1037人过一本线或艺术类本
科 A 段。纯应届、纯文化课一本上线
869 人，较去年净增 222 人。180 名术
科生中有9人被重点大学提前录取，
另有168人过艺术类本科A段，过线
率高达98.3%。近日，温县一中被焦作
市人民政府授予普通高中教育质量
奖“创新人才培育奖”和“普通高中学
校教育质量综合奖一等奖”；被焦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焦作市教
育局授予“焦作市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这一串闪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
该校全体教师的躬耕不辍。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5个教
师节。在这个充满感恩的节日里，他
们的辛勤劳作值得被褒奖，他们的无
私奉献值得被赞美，他们的高尚品质
值得被弘扬！

范海伟
河南省优秀教

师、焦作市劳动模范、
焦作市优秀班主任。

夏威夷
河南省教育技能

竞赛二等奖、焦作市先
进教育工作者、温县名
班主任。

李贺伟
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优质课二
等奖、县级优秀班主
任。

冯靖果
河南省文明教

师、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先进教育
工作者。

马明华
河南省骨干教

师、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名师。

陈艳芳
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骨干教师、
河南省化学竞赛优秀
辅导教师。

琚 亮
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优质课二
等奖、县级优秀班主
任。

李巧真
省级课题一等

奖、焦作市优秀教师、
温县首届“名班主任”
奖。

田朋慧
焦作市先进教育

工作者、县级优秀班
主任、县级优秀教育
工作者。

王小妮
焦作市优秀教

师、县级优秀班主任、
县级优秀教师。

星
级
班
主
任

星
级
教
师

石 磊
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焦作市优秀教师、
焦作市化学优质课一
等奖。

刘佳艳
焦作市优质课二

等奖、焦作市教学技
能大赛二等奖、焦作
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

侯占祥
焦作市优秀教

师、焦作市优秀班主
任、河南省优质课二
等奖、焦作市优质课
一等奖。

梁葱葱
中国好教育同课

异构“全国总决赛特
等奖”、焦作市优质课
一等奖、河南省教学
设计与资源应用优秀
课例一等奖。

张琳琳
焦作市骨干教

师、焦作市最美教师
暨师德标兵、温县先
进教育工作者。

赵秀芹
焦作市优质课一

等奖、县级优秀班主
任、县级骨干教师。

樊俊兰
焦作市骨干教

师、焦作市优秀教师、
焦作市五一巾帼标
兵。

秦 娟
焦作市师德先进

个人、焦作市先进教
育工作者、焦作市教
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
奖。

赵桂兰
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焦作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焦作市
骨干教师。

毕攀登
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河南省教学
标兵、河南省骨干教
师。

温县一中2019 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中
学生齐唱《我和我的祖国》。

温县一中2019届高三成人仪式。

温县一中学生助力2019“一带一路”太极行（中国·焦作）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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