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代宗师，呕心沥血；历届同仁，奋
发图强。 七十多年来薪火相传，学校紧
紧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紧扣教育教
学这两条主线，以规矩定方圆，以改革
谋新生，以创新求发展，积极探索自身
发展之路。

一所学校的灵魂是校长和班子团
队，有什么样的优秀团队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学校发展的上限。 2017 年 8 月，中
共古丈县委、 县政府根据学校发展需
要，重组了学校领导班子。 他们深知教
书育人是学校的根，教学质量是学校的
生命线。 于是，他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着力打造“四大工程”。

实施德育工作创新工程。 坚持德育
为先，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结合时代特点、学校实际和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以爱国主义、传统美德、行为习惯
养成、诚信与感恩等教育为重点，重视
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彰显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创新德育模式，在
强调课堂为德育的主阵地的同时，以主
题教育、专题活动、体验教育为载体，用
文化节、体育节、主题班会、黑板报、社
团活动、研学旅行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营造学校德育氛围。 拓宽德育渠道，
密切家校联系，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德育网络，特别是学校自 2019
年 4 月起，全面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
校园，通过前期的宣传发动，与家长充
分的沟通交流， 打消了部分家长的疑
虑。 现在，校园清净了，学生在校园里玩
手机的现象消失了，上课的精力也集中
了，晚上休息也好了。

实施教学质量提升工程。 以新高考
改革为动力，强化教学常规管理，注重
过程考核。 认真制订教务处、教研组和
备课组的工作计划，落实一日教学常规，
加大对教学各个环节的监督和调控。 学
校以“推门听课”活动为抓手，加大对课
堂巡查力度，通过多种途径保证课堂教
学质量的落实，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实施队伍优化工程。 教育质量的提
升，关键靠人才，有什么样的管理队伍，
有什么样的教师群体，就会创造什么样
的教育质量。 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坚持政治学习制
度，进一步完善学校民主管理制度。 严

格执行校务公开制度的规定，规范财经
纪律，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校长室在
决策过程中，做到“事前周密咨询、事中
集体充分讨论、事后保障监督”。 同时，
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增强在教
育、教学、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积极发挥
表率作用。 工作中求真务实、雷厉风行、
讲究效益，班子的工作情况得到了师生
的认可。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教书育
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良好的学术
道德和教学风气。 学校通过“请进来、走
出去”的形式，不仅邀请了校内外教育
教学专家来校做讲座，还大力支持教师
参加各种培训。 充分发挥工会的职能，
组织开展各种群体活动，让教职工既锻
炼了身体、愉悦了心情，又激发了他们
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奋发有为的团队进
取精神。 深入了解不同年龄层次教职工
的需求， 想方设法解决老师们在工作、
生活中的困难， 积极探索教师激励机
制，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

实施扶贫惠民工程。 古丈县是国家
级深度贫困县，学校学生 80%以上来自
农村贫困家庭或城镇困难家庭， 留守、
失依、单亲家庭青少年居多。 为此，学校
积极开展了教育扶贫、 帮困助学活动。
据近三年的统计，学校通过社会捐助形
式救助困难学生 1482 人次，资金 236.6
万元，争取国家助学金 1171 人次，资金
178 万元，学校奖励减免 685 人次，资金
达 140 余万元。

近 3 年的奋斗过程中，古丈一中人
没有辜负领导的厚望和家长的期望，
2017 年以来，学校高考成绩“三年两北
大，一年一台阶”。 这一成绩在教育大县
强县确实算不了什么，可在国家级贫困
县古丈这样的小县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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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沿革篇

古丈县第一中学是古丈县唯一的完
全中学， 是湘西自治州首批挂牌的示范
性学校。 学校分为高、初中部两个校区，
现有教学班级 64 个，在籍学生 3546 人，
在职教职工 280 人， 其中正高级教师 1
人，高级教师 59 人，一级教师 109 人，研
究生学历 10 人。

学校主校区位于县城西边杉树坪，
背倚莽苍群山，俯临熙攘街市，俨然海滨
之半岛， 校园建筑倚势而建， 呈梯级分
布。 校园内绿荫成线，花木竞秀，空气清
新，兼有亭阁喷泉、雕塑石刻点缀其间，
成为茶乡古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学校成立于 1943 年 3 月， 时值内忧
外患的多事之秋，日寇的铁蹄肆虐我中华
大地，抗战的烽火遍起长城内外，湘川公
路两边大批大中学校西移南迁。 县内有识
之士双景五、 田海楼等有感于时势之艰
危，毅然决然首倡义举，采用募捐等形式
兴办学校， 由此也开启了学校筚路蓝缕、
艰苦办学的办学历程。

学校曾五易其名，三迁其址，三扩其
容。 学校首名“古丈县立初级中学”， 先后
更名为“湖南省古丈初级中学”“湖南省古
丈中学”“湖南省古丈第一中学”， 直至
1978 年才定名为“湖南省古丈县第一中
学”，并确立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重点
中学。校址始设于县城国民兵营房（旧武官
衙门）， 后自旧武官衙门迁至后街杨家大
院，又至城西杉树坪县政府大楼（现址）。成
立之初，仅有教师 14人，学生百余，可谓星
星之火。 其后，随着局势的动荡，学校屡有
变迁，有如风雨之中飘摇之舟。 1958 年秋
始设高中部。

学校先后于 1999 年、2008 年、2012 年
三次扩容，规模得以空前扩大。 自 1996 年
来，学校受益于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先后
得到省教育厅、常德市政府、常德市一中
等单位的大力援助，加之县委县政府的扶
持， 学校发展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星
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滋兰树蕙———育人篇

谁持彩练当空舞， 春风化雨百年
虹。 先进的教学理念， 精湛的师资团
队，科学人性的学校管理，和谐融洽的
师生关系，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特色
的校园文化孕育出了丰硕的教育成
果。 学校先后荣获了“省级文明单位”
“省级优秀高考考点”“省级文明卫生单
位”“省级园林式单位”“湖南省贯彻《学
校体育工作条例》先进学校”“省级绿色
学校”“省安全文明校园”“省五四红旗
团委”“省民族团结先进模范集体”“教
育部课题研究先进单位”“州国防教育
先进单位”“州示范性高中督导评估优
秀学校”“州教学常规优秀学校”“州德
育优秀学校”“州卫生工作先进学校”
“州学习型学校”“州平安文明校园”等
多项荣誉。

古丈曾走出过全国资深新闻记者、
散文家萧离，誉满中外的著名歌唱家何

纪光、宋祖英，“扶贫司令”湖南省军区
原副司令员彭楚政将军，湖南省武装警
察原总队长张显柏将军，党的“十四大”
代表杨玖华老师， 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一级作家彭学明等著名校友；培育
了全州高考文科状元胡岚，圆梦清北的
翟民、罗玥沁、向宇航等，还有古丈历史
上首位空军飞行员李杰……

建校 70 余年来， 学校为各级高校
输送了近万名优秀毕业生，多年来共有
6 个国家级子课题、近 50 个县级以上课
题立项、结题或获奖。 学校文体活动丰
富多彩，素质教育成效显著。 一年一度
的新春艺术节、体育节、班级篮球赛等
活动的定期开展，促成了艺体人才不断
涌现：学校男女篮球队曾在全州中学生
篮球运动会中先后获得冠军，女子足球
队曾在全州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第三
名；近千名学生先后参加了《血色湘西》

《湘西喋血记》等电视剧的拍摄，获得广
泛好评。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古丈一中人，
一群理想的跋涉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将以更开放的视野审视教育，以更大的
勇气推进改革，以更加扎实的工作迎接
挑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和谐育人
的征途上不断追求卓越，奋力让古丈一
中成为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独具魅力的教育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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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丈县第一中学创新发展侧记

春华秋实———收获篇

学生参加《血色湘西》拍摄和男主角合影

课堂教学比武

体育节道德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