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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学校 2018 年底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本报讯 今后，我市各学校将有自
己的法律顾问。据记者日前从市教育
部门获悉，我市将大力推进学校建立健
全法律顾问制度，至2018年底前，全市
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各校实际，采取适
当形式配备学校法律顾问。
学校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学校制
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进促
进学校内部治理的法治化，对于规范学
校办学行为、保障学校和师生的合法权
益、实现依法治校具有重要意义。据
悉，学校聘请的法律顾问可从执业律
师、法学专家及学校专职法治工作人员
市教育局颁授“小学教育
教学管理先进学校”
牌匾

市第四实验小学
获殊荣
本报讯 日前，市教育局经研

中遴选。法律顾问应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
于宪法、遵守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未曾受过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熟
悉教育法律法规、相关教育政策和学校
管理。担任法律顾问的专家，一般应具
有法学专业副高以上职称，在所从事的
法学教学、法学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的
社会影响力；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应
是在我省连续注册执业5年以上的专
职律师，其所在律师事务所近五年内未
受过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的行业
处分；担任法律顾问的学校专职法治工

作人员，应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且从事
相关法律工作满2年。
根据有关要求，学校要通过建立法
律顾问制度，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有效
发挥法律顾问在维护学校法律地位、处
理学校与部门或社会的各种法律关系、
处理学校与学生或教师的关系、落实国
家教育法律法规要求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对学校重
大决策、规范性文件、重要规章制度等
进行论证与合法性审查，提供意见或建
议；对学校重大行政行为、重大事项的
风险性进行评估论证，提出意见或建

议；参与学校对外签订的各种合同、协
议的拟定、审查，提出意见或建议；接受
学校委托，参与学校有关法律问题谈
判，调解涉及学校的重大法律纠纷，代
理学校诉讼、仲裁、复议等活动，维护学
生、教职工、学校的合法利益；协助学校
开展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活
动；为学校、学生、教职员工提供一定的
法律咨询服务；办理学校委托的其他法
律事务。
在法律顾问的选聘和服务形式上，
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结合本地本校工
作实际，选择合适的法律服务形式。高

本报记 日前，凤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一行人来到市华侨中学，为全
校学生进行体检。据记者从市教育部门
了解到，这学期来，在市卫生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我市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了学
生健康体检工作，全市有7.6万多名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接受体检，而体检费用将
从各学校公用生均经费中支出，共计61
万多元。
据悉，对学生进行健康体检，目的
是全面了解和准确掌握中小学生生长
发育与健康状况，为全市学校学生健康
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校学生常
规健康体检内容至少包括：病史询问，
心、肺、肝、脾的内科常规检查，视力、沙
眼、结膜炎等眼科检查，口腔检查、外科
检查，身高体重等形体指标检查，血压
等生理指标检查以及肝功能、结核菌感
染的检验。据介绍，全市高中阶段（职
中）和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生都是体检
的对象。高中（职中）体检费用向学生
收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生体检
费，由市教育部门承担。这学期，我市
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7.6万多名，可
享受到免费体检。体检后，体检机构将
分别向学生（家长）、学校和市教育部门
反馈健康体检结果和健康评价结果；学
校和教育部门将根据体检结果制定促进
学生健康的措施。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王嘉捷）

我市 3 课题入选

下乡”活动于日前开展。
据悉，此举旨在充分发挥我市
示范幼儿园的专业引领、业务扶
持、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作用，帮
助我市几所新建乡镇幼儿园新教
师尽快适应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促
进我市幼儿城乡教育的协调均衡
发展。此次共有实验幼儿园、第二
实验幼儿园、第三实验幼儿园、第
五实验幼儿园、泉州幼师附幼石狮
校区、湖滨中心幼儿园等6所送教
单位，为14所基层幼儿园送去17
次课程，而且内容丰富，有中班科
学活动《捉迷藏》、大班语言活动
《好朋友》（诗歌）、中班体育活动
《轮胎乐》、小班音乐活动《嗨，你
好》（韵律）、大班阅读活动《我家是
动物园》等，令基层幼儿园小朋友
受益匪浅。 （记者 许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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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一中吴泽坤 4
分 31 秒 10 勇 夺 泉 州 市
初中组 1500 米第一名

“名师高徒”搭档
打破尘封 21 年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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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一中

赴江西新余四中
交流研讨

7.6 万多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享受免费体检

泉州市中职校优质课评选公布

幼儿园
“送教下乡”
活动开展
本报讯 我市幼儿园“送教

校可聘请校内满足条件的教师专职或
兼职担任法律顾问，建立以本校专职法
治工作人员为主、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
的法律顾问队伍。各中小学校（含中等
职业学校）、幼儿园可结合本校实际，采
用灵活方式选择法律服务。对法律服
务需求个性化较强、法律服务需求量较
大的中小学校，可以自主选聘具有资质
的执业律师或其他法律服务工作者作
为本校的常年法律顾问。选聘方式可
以一所中小学单独选聘，也可以多所中
小学联合选聘一位法律顾问。
（记者 许小雄）

导 读 窗口

详见T2

究，决定授予市第四实验小学“小
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学校”牌匾。
据悉，近年来，市第四实验小
学坚持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坚持
规范办学，科学评价，精细管理。
同时，立足课堂教学，狠抓教研教
改，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取得
阶段性成效。根据石狮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石狮市小学教育教学管
理综合评估方案（修订）》的通知精
神，市教育局鉴于市第四实验小学
在2015—2017年度教育教学管理
成效显著，经研究，决定授予该校
“小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学校”牌
匾。并希望第四实验小学再接再
厉，进一步精细学校管理，加快内
涵发展，提升办学质量，为石狮教
育发展再作贡献。（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泉州市教育局日前公
布了2015-2017学年度泉州市中等
职业学校公开教学周市级优质课评
选结果，我市有3个课题入选。
据悉，此次评选根据泉州市
教育局《关于开展2015—2017学
年度中等职业学校市级优质课评
选活动的通知》等精神，各中职学
校结合开展公开教学周活动，在
校级优质课评选的基础上，推荐
参加泉州市级优质课的评选。泉
州市职教中心对学校选送的优质
课在说课稿、教案、课件、教学反
思和课堂教学质量以及观看上课
录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最终
评出泉州市级示范课2个、优质
课44个、新秀课4个。其中，石狮
鹏山工贸学校有3个课题上榜，
具体为：王雅敏的《原始凭证的填
制与审核》、龚源的《火花塞的检
修》、张利庆的《扎红头绳》。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李少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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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 2 人入选省名师网络工作室领衔名师
本报讯 福建省名师网络工作室
领衔名师名单日前公布，我市有2位老
师入选，分别为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
分校的张萍老师和石狮市华侨中学的
蔡振树老师。
张萍老师是省中小学教学学科带
头人、省首批基础教育培训专家、福建
教育学院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员、省语
文读写能力测评中心委员。她所主持
的课堂教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曾代
表省参加全国中语会在哈尔滨举行的

第五届“人教杯”农村语文教师发展论
坛，并作论坛发言，主题报告《一个语文
教师的畲家情结》荣获一等奖，课例《短
歌行》获教学观摩一等奖。
蔡振树老师是福建省中学数学学
科教学带头人、首批泉州市中小学教
学名师、泉州市高中数学学科教学教
研指导组成员。自投身教育工作以
来，他深入钻研教材、教法和学法，不
断丰富教学理论，提高教学实践能力，
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先进的教育教学理

念、较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教学方法具
有独到之处，在本学科教育教学领域
形成一定风格、特色，得到广大师生和
同行公认。他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
出色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担任过
八届高中毕业班的数学教学均取得优
异的成绩，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他
还参加了2015年福建高考数学科的命
题工作，多次参与了泉州市高中毕业
班质检的命题、审题和评卷专家组工
作，参加省市命题、命卷比赛并获得一

等奖等。
据了解，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建
设周期2年。依托福建省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组建由名师领衔、以若干
名学科骨干为核心、部分一线学科教
师参加的工作团队，在名师主导下，通
过师带徒、集中和分散相渗透、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培训形式，共同开展一
系列课题研究、名师课堂、网上评课、
教研、在线交流等研修活动。
（记者 许小雄）

第二届中小学生规
范汉字书写比赛举办

规范汉字书写
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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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习作选登

详见T3

学业多元评价
助力家校教育

详见T4

我市聘请学校毒品预防
教育兼职教师

157 名老师受聘

本报讯 石狮市教育局、石狮
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日前正式下
文，决定聘请我市157名老师为“石
狮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兼职教
师”。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泉州市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
（2016-2018）》和《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实施
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推进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627”工程，切实提
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何磊分别呈现的 实验学校的主题报告。石狮三中陈泽 梅的《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和辽宁省 高在校青少年学生识毒、拒毒、防毒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赏析小说情 生校长以《差异教学，我行我思》为主 沈阳市第九十中学的数学教师马娇的 能力，市禁毒办、教育局邀请泉州市
节的作用》《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K的 题作了发言，主要从实验研究思路和 《探索和表达规律》。
禁毒专家来我市进行毒品预防教育
几何意义》的精彩展示课。之后，全国 做法、初步取得成效和课改实验中的
在闭幕会上，大家进行了主题为 师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决定聘请
差异教学研讨活动分三个会场继续进 困惑反思等方面作深入精彩的发言， 《学生差异资源的选择与利用》的圆桌 凤里五星小学柯妮娜等157名老师
行。在差异教学与个别化教学分论坛 获得专家和同行的肯定和赞许。
会议，由中国教科院燕学敏博士主持， 为“石狮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兼职
中，大家沐浴在“和而不同，为每个孩
在成都市泡桐树中学举行的全国 特邀嘉宾有全国差异教学创始人华国 教师”，充实我市学校毒品预防教育
子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差异教学理念 差异教学研讨会分会上，大家参加了 栋教授、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杨 师资队伍。市禁毒办、教育局希望
下，积极研讨差异教学之道。在探究 三个分论坛的精彩呈现：一是课程架 宏权、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 被聘请的老师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
“多元选择课程与灵活的教育安置”研 构及排选课疑难杂症解决，又分了五 验中学校长高琼、青羊区教研员代表 用，认真学习借鉴毒品预防教育的
讨会上，大家观摩了四川实验外国语 彩人生课程架构、考试分析基础与实 庄永红、成都市泡桐树中学校长高仁 先进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探索开展
学校教师代表分享的“一花一世界、花 务、排选课策略；二是走班学习的学生 辉等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做法。接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
开别样红”的课程构建，石室联中蜀华 管理，又分了走班制下的分布式项目 着，华国栋教授作了《区域推进差异教 式和新载体，开拓进取，进一步深化
分校的“典 时课程体系”和“差异教 管理系统和走班制下的出勤管理与校 学》主题报告。他希望各地区和学校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活动，推动学
育，扬长发展”专题，青羊区三十七中 服文化；三是评价与诊断改革（用数据 结合差异教学的理论，准确理解青羊 校毒品预防教育取得新的更大成
的“差异发展，多元成才”专题。在探 说话）。参与差异教学实践研究的学 教育经验，探索差异教学策略和课堂 效，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讨“差异教学的课堂模式及变式研究” 校教师代表向与会嘉宾展示了两堂 教学模式。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贡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聆听了差异教学 课：成都市泡桐树中学地理教师詹李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陈礼芬） 献。
（记者 许小雄）

我市派考察团参加全国差异教学研讨
本报讯 11月6日至7日，全国差
异教学研讨会在成都市青羊区第三十
七中学隆重开幕。差异教学专家华国
栋教授、燕学敏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高教所桂庆平博士、饶燕婷博士
等知名专家、相关领导和来自全国的
差异教学试验区（校），中国教科院教
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特殊教育/融合教
育学校以及有志于差异教学实践研究
的学校代表3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
市派出由石狮三中、石狮七中、银江华
侨学校部分老师组成的考察团一行10
多人参加此次研讨活动。
活动中，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青
羊区教育局局长杜忠云作题为《为每
个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青羊推进
差异教学的实践研究》的主题报告；观
摩了石室联中的语文老师关月、青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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