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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江市第七中学立足尚美
文化建设，坚持以文明校园创建为动力，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为中心，加强
教师师德建设，重点围绕领导班子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活动阵地建设、教师队伍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方
面依法治校、以德育人，全面创建校园文
明新生态。

构建“四型”党组织 领导班子建设好

每周三，是第七中学的校党支部学
习日。在这一天，党支部书记、领导班子
成员讲党课、党员进行主题讨论，每周极
具特色的主题党日活动助力学校创建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民主型的党组织。

每周的专题学习内容丰富，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阶段情况汇报、学
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观看《零容忍》警示教育专题片、党风
廉政建设专题会议等，全面提升了党员
的修养，培养出一支愿干事、能干事的党
员队伍。

在党总支领导下，学校党政班子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决捍卫“两个确立”，自觉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三
严三实”要求，有效治理“四风”问题。如
今，第七中学的管理团队凝聚力强，引领
学校规范办学、特色办学、优质办学，确
保了学校教育事业发展道路和办学方向
正确。

创新开展主题活动 思想道德建设好

如何用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第
七中学一直追求的目标。

为此，学校结合未成年人特点，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德育教育实践活动。近年
来，重点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文明伴我
行”、行为规范养成、新时代好少年评比、
光盘行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文明班
级评比等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全方位推
进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自 2021 年下学期以来，由该校组织
开展的“周一德育主题教育活动”成为第
七中学重点打造的德育新品牌。该活动
利用每周一全校师生晨会时间，以班级
为单位轮流展现。各班学生集体登台，
由学生全权负责升国旗仪式、学生代表
发表国旗下的讲话以及班级德育节目表
演等。自“周一德育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以来，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
性，不仅给学生们提供了展示和锻炼的
平台，更展现了各班良好的班风学风，增
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第七中学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开展
的“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系列教育实践
活动，效果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认知，引导规范学
生文明行为，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拓展育人渠道空间 活动阵地建设好

走进第七中学校园，一块被特意规
划出来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格外引人
注意。在劳动教育课上，同学们在基地

里翻地、播种、施肥、浇水、除草，尽情体
验劳动的艰辛和乐趣。

在文明校园创建过程中，第七中学
始终重视活动阵地建设。校园精神文明
建设专栏不断更新，校园大型电子屏、校
园广播站天天有新内容，班级黑板报、教
室光荣榜等月月有新主题。每周一举行
的德育教育主题班会活动上，文明礼仪、
规范守则、环保节约、爱国爱家、文明交
通、生命健康等主题常伴学生校园生活。

除了常态化的升旗仪式、主题班会、
朗诵比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学
校还依托叶挺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教育基
地开展活动，成为学生爱国主义和理想
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成为教育学生奉献社会、服务
他人的生动实践；定期举行的法制教育、
宪法学习等活动成为同学们获取法律知
识的重要途径；每年定期隆重开展的大
型活动“日新读书节、科技艺术节”，引导
学生爱上读书、爱上科学、爱上艺术；以
社团为载体，开展的各类极具美育特色
的社团活动，让每一名学生学在其中，乐
在其中。

如今，在第七中学，各类活动阵地的
开辟，深化拓展了育人的渠道和空间，为
文明校园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腾飞的平台。

关注学生成长基石 教师队伍建设好

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师德
师风建设直接关系到教育事业的成败和
民族的未来，是学生健康成长、推进学校
文明的根本需要。近年来，第七中学始
终 注 重 引 导 广 大 教 师 树 立 正 确 的 价 值
观，争做新时期的“四有”好教师，助推广
大教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明师道、铸
师德、扬师风、促学风、正校风，良好师风
在校园里蔚然成风。

学校出台《九江市第七中学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决定》，
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签订《教师师德
承诺书》，让大家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于担当；举办“三风”建设系列专题
学习会和讲座，召开师德师风专项治理
动员大会，强化师德考评，推行师德考核
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师德一票否决; 重视
教职工思想政治素质，以“日新讲坛”为
主阵地，组织教师开展“三风助推教师发
展，研修驱动自我革新”为主题的校本培
训；每年定期评选表彰优秀教师，以“榜
样的力量”激发教师的成长；科研处组织
开展“狂奔的蜗牛”读书研讨交流会，向

每位教师发放“樊登读书卡”，号召全体
教师积极加强自身学习。

向美而行传播美好 校园文化建设好

一所学校的精彩在于校园文化的追
求与创造。“向美而行、乐在其中”，是第
七中学的校训，学校也由此被打造为传
播“美”的文化场所。

漫步在校园，但见处处规划合理、干
净整洁、美观而有序，经过多年的努力打
造，学校特色育人校园文化初显，“美丽
校园、美善德行、美妙课堂、美育特色、美
健身体、美好一生”为主要内容的“尚美”
主题风格扑面而来。

第七中学从本校自然环境和人文条
件出发，精心设计校园人文环境，充分利
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营造德育的良好
环境和氛围。文馨楼的走廊和墙壁由师
生共同精心设计布置，分别以“言行美”

“品德美”“艺术美”“劳动美”“学习美”为
主题，为学生营造出“润物无声胜有声”
的文化育人环境。教室布置洋溢着文明
向上的文化气息，教室里张贴的新时代
好少年光荣榜激励学生们积极进取。尚
美广场、丹青园充满文化积淀，班级走廊
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多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向美而行，乐在其中”校训等内
容处处可见。

绿荫满园朝气蓬勃 校园环境建设好

多年来，第七中学致力于建设园林
化、艺术化、现代化的美丽校园。学校注
重校园环境文化和艺术相结合，艺术特
色学校的文化特质日益彰显，学校办学
品质日益提升。先后完成了德馨楼、文
馨楼、艺馨楼、悦馨楼、教师办公室、舞蹈
房、丹青园、尚美广场、心理咨询室、校园
电视台、录播室等建筑的新建和改造，校
园面貌焕然一新，充满朝气。

步入第七中学校园，仿佛走进了奇妙
的“美”的世界。“丹青园”师生书画摄影作
品令人驻足；“尚美广场”美文灼灼，中外
文人浮雕引人注目；“乐水亭”畔小桥亭阁
喷泉，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校友墙”
上优秀校友各展风采，激励后辈勇往直
前；由师生共同策划、设计、命名、书写的

“艺馨楼、文馨楼、德馨楼、悦馨楼”更是洋
溢着“美”的因子，整个校园绿荫满园，百
花争艳，四季常绿。

发球抢攻、凶狠扣杀，高速旋转的
“小白球”在球网上来回穿梭……日前，
因去年疫情而延期的 2022 年江西省第
四届百县青少年乒乓球运动会共青城
市选拔赛暨中小学校际乒乓球团体对
抗赛落下帷幕，共青城市 8 名乒乓小将
从近 200 名小选手中杀出重围。届时，
熊修杰、杨邦欣、陶勇睿、邹劭涵、邹知
澄、李晨雨、蔡晓小、虞翰铭将代表共青
城市参加全省百县乒乓球总决赛。

在共青小学的乒乓球室，每天的训
练时间里，都能看到 11 岁的陶勇睿和 8
岁的虞翰铭在教练杨雪晴的指导下，进
行专项训练。只见他们全神贯注，发、
接、搓、攻、拉、防，灵活的移步、快速的击
球，正在为不久后的总决赛加紧训练。

杨雪晴是陶勇睿的启蒙教练。在
杨雪晴眼中，陶勇睿出道即巅峰。“这个孩子在 8 岁时，第一
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全国青少年巡回赛南昌站冠军。”杨雪
晴说，陶勇睿在同龄人中比较灵活，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进
步很快，打球的时候肯动脑子。在日常训练中，遇到力量和
经验都比他更胜一筹的哥哥姐姐，偶尔也能打赢。

徒手挥拍、颠球练习、多球训练，从幼儿园到参加比赛获
得名次，一路走来，陶勇睿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杨雪晴都看在
眼里。“他的单板能力比较强，对乒乓球整体的技战术理解能
力也比较强，单板进攻的杀伤力还是挺大的。在共青城市来
讲，他可以说是这个年龄段里面非常出挑的。但他的大赛经
验还比较少，比赛当中心理承受、临场调节能力可能稍微欠
缺一点。”杨雪晴评价道。

每到训练时间，乒乓球室里“噼噼啪啪”的拍打声绵绵不
绝。这个略显瘦小的男孩就是虞翰铭，挥拍、格挡间都蕴藏
着技巧和力道，丝毫不输他人。4 岁开始，虞翰铭学习乒乓
球，今年已经是第 5 个年头了。“翰铭跟着杨雪晴教练一起打
乒乓球，一点一点培养起兴趣。”虞翰铭的母亲陈腾在提及儿
子时，颇为自豪。陈腾为了让儿子锻炼身体，闲暇时经常会
带儿子一起打球。正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虞翰铭对乒乓
球这项体育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 2021 年国家少年队江西省选拔
赛，打进了 16 强。”比赛的背后，凝结着拼搏与汗水。虞翰铭
从小就有运动天赋，别的孩子五六岁还在享受父母呵护的时
候，他每天却要艰苦训练，体能、对打、接发球专项训练，挥洒
着汗水、泪水，永不言弃，一路走来，十分不易。

相比日常训练，虞翰铭更喜欢参加比赛：“比赛会遇到不
同的对手，更有挑战性，我可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虞翰铭
说他的偶像是樊振东，自己也想当世界冠军。谈到这一次参
加全省百县乒乓球总决赛的目标，他说：“我想拿第一！”

球不落地，永不放弃。“我衷心希望小选手们珍惜这次参
赛的机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比赛中展现良好的精神风
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教练杨雪晴表示。

本报讯（记者孔颖）全市 2023年初中
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将于5月中上旬
进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初中毕业生
升学体育考试不设置必考项，必考项目（男
子1000米/女子800米）调整为选考项目。

根据安排，凡报考普通高中、中等职业
学校、五年制高职的应届、往届初中毕业
生，均须参加我市 2023年初中毕业生升学
体育考试。改革后，考试项目调整如下：男
生项目有田径 1000 米跑、50 米跑、立定跳
远、引体向上、一分钟跳绳；女生项目有田
径 800 米跑、50 米跑、立定跳远、一分钟仰
卧起坐、一分钟跳绳。考生从5个选考项目
中任选2个项目考试，选定后原则上不得更
改。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以 60 分计

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其中，选考项
目两项各 30分，共 60分。各单项成绩测试
时以0分为起点，不得设非零最低分。

依据原国家教委《初中毕业生升学体
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我市对初
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中的免考、缓考相
关事项规定如下：因肢残、伤病免修体育课
且不能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考
生，均应办理免考手续。因肢残丧失全部
运动能力，获准免修及免考的考生，初中毕
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按 2023 年初中毕
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总分的 100%计入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总分。因伤、病长期免修体
育课，但未丧失运动能力而申请免考的考
生，应有二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

病历证明，获准免考的考生，初中毕业生升
学体育考试成绩按 2023 年初中毕业生升
学体育考试总分的 60%计入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总分。因伤、病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暂
时不能参加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考
生，可申请缓考，补考仅限一次，如因伤、因
病仍不能参加补考的考生，须在考前办理
免考手续，考生入场后不得缓考（考生因考
场受伤除外）；因考场受伤办理缓考的考
生，已考项目按现场实测计分，对未考项
目，考生可申请缓考（或免考），并经现场体
育老师和医生确认，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
办理缓考（或按免考计分）。参加缓考的考
生，由当地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领导小组
规定时间，集中组织补考，缓考过程中受伤

的学生，已考项目按现场实测计分，未考项
目考生申请免考经现场体育老师和医生确
认，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按免考项的 60%
计入总分。

申请免考、缓考须提供的证明材料：
因肢残申请免考的考生，须提供残疾证

（残疾类别为肢残）；因伤、病长期免修体
育课而申请免考、缓考的考生，须提供二
级甲等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等证
明材料。申请免考、缓考的程序是：由考
生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九江市初中毕业
生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缓考申请表》，学校
统一汇总分类填写《九江市初中毕业生升
学体育考试体检情况表》，注明免考、缓考
原因报当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中考体育5月进行 统一必考项目调整为选考项目

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五（2）班
万子轩 指导老师：蔡丹尼

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三（3）班
喻瑞霖 指导老师：刘 丁

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三（3）班
屈梓烁 指导老师：刘昱旻

绘画作品选登

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四（3）班 林思良 指导老师：岑 珍

宣传阐释精神文明创建

文 明 如 水，润 物 无 声，
学校是滋养文明风尚的沃
土。近年来，九江市第七中
学秉承“ 向美而行，乐在其
中 ”的 校 训 ，恪 守“ 立 德 树
人”职业准则，传承文明、书
写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

九江市第七中学创建于
1973年，校园环境优美，文化
底蕴深厚，享有“最具艺术气
质的园林学校”之美誉，“特
色教育”品牌唱响九江。学
校先后获得“江西省重点中
学”“ 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
校 ”“ 全 国 足 球 特 色 学 校 ”

“ 江 西 省 艺 术 教 育 示 范 学
校”“ 江西省普通高中特色
学校”“ 江西省语言文字示
范学校”“ 教育部全国篮球
特色学校”“ 九江市文明校
园”“ 九江市师德师风示范
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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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湖新区第一小学五（1）班
沈 菡 指导老师：桑 珊

文明校园文明校园
九江第七中学大课间阳光跑操活动。

九江市第七中学校园一景。

让校园成为滋养文明的沃土
——九江市第七中学创建文明校园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孔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