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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理念： 以人为本 立德树人 明礼强技 乐享生活

德育，是教育的灵魂：致力于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质的培养；贯穿于德、

智、体、美、劳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华姿中专《德育风采》编委会主任

本期要闻

● 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牢记立德树人使命

● 立安全意识 走平安之路 创和谐校园

工作动态

● 青春在这里闪光

● 亮身份、明责任、促和谐

系部风采

● 学雷锋 我们在行动

● 我的奋斗我的梦

● 立规矩 塑师德 强素质

团旗飘扬

● 青春学习十九大 牢记团员新使命

-------------------------------------------------------------------------------------------
◆本期要闻◆

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牢记立德树人使命

为进一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锤炼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队伍，3月 29 日，

我校师德师风建设推进会在学校报告厅召开，全

体教师参加了会议。

会上，校党委书记、校长张伟首先传达了全

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的会议精神

和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精神。随后，张校长带领全体教师逐条学习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修订版以及《无锡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并对违反教师师德的行为和相应

的处理办法进行了深入解读。

张校长指出，要进一步规范学校的各项管理，从师德师风开始，狠抓学生、教学、后勤三项管理，

张校长强调，师德师风建设要适应新常态，要进行全面自查自清，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严肃追责。张

校长要求全体教师要自觉遵守师德规范，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

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以德正身，笃学力行，以高尚的师德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

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教师的思想认识，规范全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引导全体

教师自觉践行师德规范，真正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办公室-海霞）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
Jiangyin Huazi Secondary Specialized School

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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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学工处 团委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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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安全意识 走平安之路 创和谐校园

为进一步增强教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营造安全

和谐的校园环境，4月 12 日下午，我校在报告厅举行安全知识讲

座，我校安监办主任金新作了题为《立安全意识，走平安之路，

创和谐校园》的安全知识讲座，全体教师到场聆听。

“安全是 1，其余的是 0；没有安全这个 1，再多的 0也无用。”

金新主任指出，学校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

思维，以不发生事故为底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

校园安全工作。

如何做好学校的安全工作？金新主任从“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学校安全工作的主要内容、学

校安全工作的处理程序、学校安全工作采取的措施、 学校安全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等五个方面做了

精彩的阐述。讲座中，金主任结合近年来校园安全案例，并从校园安全案例具体表现、问题成因、类

型等全方面剖析了校园安全相关问题的特点。整个讲座深入浅出，入情入理，为全体教师上了一堂有

意义的校园安全课。

讲座后，全体老师深入学习了葛道凯厅长《在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上的讲话》，我校党委书记、

校长张伟同志传达了《讲话》精神，张校长强调，安全稳定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把维护

学校安全稳定作为头等大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筑牢学校安全防线，认真贯彻落实完善相关学校安

全制度，依法依规开展安全工作，切实加强校园欺凌、财物安全和学生考勤等教育管理工作，探索建

立“教师+学生+家长”全员安保机制，群防群治。张校长就学校近期安全工作主要任务进行了部署。

（办公室-海霞）

----------------------------------------------------------------------------------------------

◆工作动态◆

青春在这里闪光

——记我校 2019 年“新时代华姿优秀好青年”评选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校师生中弘扬正能量，本学期开学以来，在全校

范围内开展了以“青春在这里闪光”为主题的华姿优秀好青年评选活动，面向全体学生，寻找、推选

一批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志修身、热心公益、勤学善思、创新创造、热爱劳动、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充满时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青少年先进典型，为全体学生树立可

亲可敬可学的榜样，示范引领青少年向上向善，成人成才。

活动启动以来，得到全体学生的积极响应、热情参与，经事迹审核、评议、评审等程序，学校决

定授予王志康等 10 名同学全校“华姿优秀好青年”荣誉称号。希望获得表彰的同学以此为新的起点，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引领者。更希望全校

广大青年以“华姿优秀好青年”为榜样，见贤思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崇德向善，为加快学校建

设发展，实现华姿新跨越，贡献青春力量。(学工处-铁平)

附：2019 年“新时代华姿优秀好青年”名单

17GZ 计算机班 王志康 17GZ 电子 1班 梁梦婷 17GZ 园林班 卞柯颖

17SN 旅游班 沈怡 17SN 会计 2班 宋佳楠 17GZ 汽车班 孙海明

17GZ 汽车班 吴濠江 17 单招艺术 2班 奚淑楠 17 单招电子班 王晓

17 单招艺术 2班 吴婷艳

亮身份、明责任、促和谐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寝室自主管理，明确舍长的职责，提升学生寝室文化氛围，营造安全、文明、

和谐的寝室环境。4月 8日江阴市华姿中专校召开了以“亮身份、明责任、促和谐”为主题的宿舍管

理暨舍长培训会议。李旭光副校长、学工处顾海舟主任和孙运良副主任出席了活动，全体舍长及学生

宿舍自管会成员参加了活动。



华姿中专 ——礼修身 乐生活 2019 年 4 月 23 日

HUA ZI ZHONG ZHUAN DE YU FENG CAI - 3 - 2019 年第二期（总第 22 期）

活动中，学工处顾海舟主任首先明确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指

出各寝室舍长要明确工作职责，熟悉自身工作内容，掌握一定工作艺术

和方法，以身作则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随后，李旭光副校长对宿舍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亮身份，舍

长作为最基层的学生干部，要时刻牢记舍长这一身份，在平凡工作中勇

挑重担，事事处处当表率，时时刻刻做模范；二是要明职责，从舍长本

职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将责任时刻铭记于心，将担当处处落实

于行，做一个有责任心、勇担当的华姿人；三是要促和谐，坚决做好老

师和同学的桥梁作用，落实好学校宿舍相关制度要求，团结好寝室成员，管理好寝室，为构建和谐校

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学工处孙运良副主任就学校宿舍内务规范、就寝纪律和安全隐患排查等进行了具体讲解，

并对宿舍违规违纪现象和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重点解析。

本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学生宿舍管理机制，明确了宿舍管理的目标，教育了广大学

生管理队伍，增强了各舍长责任感，充分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以更饱满的热情做好宿舍管理工

作，同时也是学校“礼乐”德育之“礼修身、乐生活” 教育理念的绝佳诠释。（学工处-广静）

----------------------------------------------------------------------------------------------
◆系部风采◆

机电工程部：学雷锋 我们在行动
三月是一个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季节，三月更是一个讲文明、

树新风，让雷锋精神吹遍校园的季节。为进一步弘扬乐于奉献的志

愿者精神，构建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3月 5日下午机电工程专业

部三个班级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对学校的科教楼公共区域进行

清扫活动。

学生分为三个小组进行打扫，虽然打扫难度大。但是同学们都十分的积极，纷纷投入到劳动当中，

想尽一切方法将藏匿在夹缝中的灰尘清理干净。学生们不怕脏、不怕累，有的用扫帚清扫、有的擦干

落在桌上的灰尘、清理纸屑和楼梯上的泥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各小组负责的主要区域、卫生

死角纷纷旧貌换新颜。他们热情而又忙碌的身影，成为了教学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次打扫卫生活动，给校园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学生们得到了一致的称赞，同

时也使雷锋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不少同学纷纷表示，会继续学习雷锋精神，只要愿意付出行动，人人

都是活雷锋。（机电工程-淑莉）

我的奋斗 我的梦

——高三学生考前心理辅导讲座

为了有效缓解高三对口单招备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紧张焦虑情绪、真正将备考工作做足做细，2019

年 4 月 9 日晚上 5:30，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王海波工作室”成员赵

敏霞老师在报告厅为 2019 届全体高三同学作了一场《我的奋斗 我的梦》的

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高三年级六个班的班主任也聆听了讲座。

首先，德育副校长李旭光同志给所有的高三学生加油鼓劲，勉励学生以

平和的心态，饱满的斗志对待高考。接着专业部德育主任张旭泓老师要求学

生认真对待高考：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充沛的精力。

接着，赵老师主要从“正确认识高考”“ 如何才能专注”“ 高考前要保持平常心、合理作息”三

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对学生高考心理活动的动机、潜意识中的期望值、情绪变化、主动调

适等心理功能深刻剖析，并结合身边的事例、学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细致分析，使专业内容生动

形象。

同时赵老师利用漫谈高考视频《高考，高考》、游戏、冥想训练、《尼克•胡哲》的励志故事等形式

给学生减压。

最后，随着《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积极向上的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全体学生起立，用歌声表

达自己对高考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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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赵老师既有理论指导，高屋建瓴；又有游戏参与，轻松减压。所举事例贴近学

生实际，针对性强。语言幽默，妙趣横生，极富亲切感。赵老师的专题讲座既有效地缓解了同学们紧

张的心理，又帮助同学们掌握了一些迎考心理调节的方法方式，进一步端正了同学们对高考的认识，

坚定了高考必胜的信念，更为同学们缓解紧张情绪、克服恐惧心理及不断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奠定了

基础。（对口单招-季惠）

信息工程部：立规矩 塑师德 强素质
为了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行为，4月 17 日上午，信息工程专业部组织召开了

专业部全体教师会议，此次会议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主题。

会上，浦敏晓主任首先强调了师德师风的重要性，要求每一位老师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

行负责。然后就劳动纪律、安全工作、环境卫生、近期工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求大家要时

刻警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浦主任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关爱学生，对待学生要有爱心，对待教育要

有耐心。对于安全工作，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随后，周小锋副主任对专业群视导工作和期中考试工作等方面做了细化要求，提出要高度重视专

业群视导工作。在期中考试工作方面，提出要注意考场秩序，一切要规范。周副主任还提出教育学生

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

此次会议，明确了师德师风为教师的立身之本，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意识、规矩意识，提升了教师

的师德修养，进一步规范了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工程-亚芹）

-----------------------------------------------------------------------------------------------
◆团旗飘扬◆

青春学习十九大 团员牢记新使命

—华姿中专 30 期团校开班典礼

3月 26 日下午，共青团江阴市华姿中专第 30 期团校开班典礼在校报告厅隆重举行，参加此次开

班典礼的领导有：校党委薛冬副书记、李旭光副校长、学工处顾海舟主任及团委金萍书记。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华姿中专第 30 期团校开班典礼

拉开帷幕。首先，学工处顾海舟主任为开班典礼致辞，

他勉励全体学员要端正入团动机，端正学习态度，珍惜

难得的学习机会，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同时，他也祝愿全体学员在团校培训学习中能够取得进

步与成长，并顺利结业。18 苏农旅游的李海英和 17 高

职汽车的孙海明分别代表新老学员做了发言，表达了他

们明确学习目标并积极向团组织靠拢的心声。

最后，校党委薛冬副书记对全体学员提出要求。我

校长期坚持党建带团建，党委指导团委工作已成惯例。

这也是落实我校“一校一品”四维党建的重要举措之一。

薛书记表示期望全体学员珍惜这次参加团校学习的机

会，认真学习团的知识，了解团的光辉历史，认清自己

的角色，

认识时代发展潮流，树立远大理想，在学习和生活中处

处做同学的表率，扎扎实实，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与

时俱进。开班典礼结束后，薛书记率先代表党委给学员

们上了入团第一课——《共青团的发展史》。

本次团校学习活动有助于促进学员们加深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理解，对共青团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加强我校团组织建设，教育引导

广大团员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团委-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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