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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寒暑

假开学放假时间已经确定，小学幼儿

园2018年春季新学期正式上课时间

定为农历正月十八（3月5日）。这是

记者昨日从市教育部门获悉的。

市教育局日前对全市中小学、幼儿

园的期末工作和下学期校历做出安排，

统一学校放假、开学时间。具体为：

幼儿园：1月31日（农历十二月十
五）学期结束，学生放假；教师2月2日

（农历十二月十七）离校。3月3日（农

历正月十六）教师到校；3月4日（农历

正月十七）学生报名,3月5日（农历正

月十八）正式上课。7月1日学期结

束，学生放假；教师7月3日离校。

小学：1月16日（农历十一月三十）
统一安排期末考试，考试结束后再上两

周下学期课程。1月31日（农历十二月

十五）学期结束，学生放假；教师2月2

日（农历十二月十七）离校。2018年春

季新学期教学时间共18周。3月3日

（农历正月十六）教师到校；3月4日（农

历正月十七）学生报名；3月5日（农历

正月十八）正式上课。7月3日统一安

排期末考试，7月6日学期结束，学生放

假；教师7月8日离校。小学全学年上

课35周，社会教育活动1周，学校传统

活动1周，期末复习考试2周，假期13

周（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其中

1周在学期中）。

初中：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寒
假开始。2018年春季新学期教学时间

共17周。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一）教

师到校；2月26日至3月2日，学校做好

新学年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教师学习

或集体备课；3月5日（农历正月十八），

学生正式上课。7月1日，暑假开始。

初中每学年上课时间35周（包括社会

实践等综合实践活动课）；学校机动时

间2周，由学校视具体情况自行安排，

如文化节、运动会等；复习考试时间2

周（九年级下学期毕业复习时间增加2

周）；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共13

周。初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每周34课

时，每课时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

课间操活动时间不少于20分钟。2018

年泉州市初中毕业班学生的毕业、升学

考试和初二年地理、生物学业考试被占

用的课时可从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

中安排补上，不得在双休日组织补课。

高中：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寒
假开始。2018年春季新学期教学时间

共18周，社会实践1周。2月23日（农

历正月初八）教师到校；2月26日（农

历正月十一）学生正式上课。7月7

日，暑假开始。普通高中每学年教学

时间40周，社会实践1周，假期（包括

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农忙假）11

周。高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每周35

课时，每课时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

钟，课间操活动时间不少于20分钟。

中职学校：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
寒假开始。2018年春季新学期教学时

间共18周，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教

师到校；2月26日至3月3日，教师学习

或集体备课；3月5日（农历正月十八）学

校开学,学生正式上课。7月7日，暑假

开始。初中学年为52周，其中教学时间

安排40周（含复习考试、入学训练、社会

实践活动等），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

11周。周学时一般为28节，顶岗实习一

般按每周30小时（1小时折1学时）安

排。课堂教学每课时（学时）45分钟，课

间休息10分钟，课间操活动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记者 许小雄）

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寒暑假开学放假时间确定

初中小学幼儿园农历正月十八正式上课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教育

部门获悉，我省中职学业水平考试

作重大改革，从2018年起，考试必

须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2016年

入学的泉州、宁德学生开展学业水

平考试试点工作，2017年及以后入

学的学生开始正式实施。

据悉，根据上级有关方案，建

设目标为新建一批标准化考点，实

现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和有关高等

职业院校学生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的考点（含机考）以及相关试卷保

密室巡视监控系统的全覆盖，并与

省级管理平台联网。每个标准化

考场至少安装1个高清摄像头，视

频监控室至少安装1个高清摄像

头，试卷保密室必须安装2个以上

高清摄像头，同时确保有1个摄像

头能够覆盖保密室大门和进出通

道，并能清晰拍摄到进入保密室人

员的头像，标准化考点校门口至少

安装2个高清摄像头；配备适量的

二代身份证识别仪（按每300人一

台普通型、一个考点2至3台掌上

移动型配置）、无线电屏蔽仪、金属

探测仪（每个标准化考场1至2个）

等设备，鼓励增加金属安检门、指

纹采集设备或指静脉检测仪等防

作弊设备。目前，我市相关标准化

考点建设已完成并组织上报验收

材料，省教育考试院将通过巡视监

控系统组织远程终验，验收和管理

均参照高考标准化考点的相关标

准。验收合格的标准化考点列入

我省标准化考点统筹管理与使

用。 （记者 许小雄）

我省中职学业水平
考试作重大改革

今年起须在
标准化考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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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学本
课堂”创建研讨会暨“同
课异构”展示活动中
石狮“教师军团”
创佳绩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

2017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

赛决赛中，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

分校取得优异成绩，高一年段王

志铭同学荣获全国一等奖（泉州

市第1名），高二年段许怡岚同学

荣获全国一等奖（泉州市第4

名），高二年段陈斓同学荣获全

国二等奖，为我市争得了荣誉。

据悉，2017年全国中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是目前我国中学生唯

一的全国性英语学科竞赛，是全国

性中学英语教学的评价手段和重

要的激励机制。该赛事奖项被纳

入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等60多所高校的自主招生条件。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办学以

来，以“外语突出，文理并重”为主

要办学特色，在教学上注重学生语

言基础的夯实和语言运用能力的

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

生在知识目标、学习技能、情感策

略、跨文化意识与交流方面得以全

面提高与发展。 （记者 许小雄）

2017 年全国中学生英
语能力竞赛落幕
我市选手摘金夺银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教育厅

公布2017年本科优秀特色教材名

单，我市闽南理工学院的《当代大学

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主编：许

书烟）、《纳税实务操作教程》（主编：

黄爱玲）和《女装版样设计与实训》

（主编：周丽娅）3本教材榜上有名。

据悉，此次共评选出77本

2017年本科优秀特色教材，其中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教材11

部、校企合作开发教材6部、校本教

材（含创新创业、通识教育教材等）

33部、实验实训及案例教材27部。

（记者 许小雄）

2017年福建省本科优
秀特色教材名单公布
我市高校
3本教材上榜

本报讯 石狮市第二届中学

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结果日前揭

晓，许安等42名教师获得一等奖，

胡蓉等69名教师获得二等奖，郑

瑶等105名教师获得三等奖。

据悉，开展教师教学技能比

赛活动，目的是锤炼教师教学基

本功，进一步发现、培养、选拔和

锻炼我市中、青年骨干教师，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比赛活动以深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为导向，组织教师全员参

与，搭建教师展示自我、互相学

习、共同提高的平台，促进教师刻

苦钻研教学业务，努力创新教学

方式，不断提高教学能力，使我市

中学教师队伍素质得到整体提

升。全市在各学校比赛中脱颖而

出的200多名选手参加角逐。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戴树兴）

中学教师教学技能
比赛结果揭晓

本报讯 1月3日至5日，我市开

展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检测，共抽测

了38所学校760名学生。

据悉，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是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为全面掌握小学

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体

育教学而推出的重要举措。在全市开展

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目的是检验

我市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确保上报《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的真实性、全

面性，推动我市学校体育工作。此次抽

查对象为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中的两个

年级，每个年级各十名学生。抽测项目

包括50米跑、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等。

检测采取随机抽取的办法，即，检测当天

由3名检测老师到被检测学校，从某一年

段的某个班级随机抽取10名学生，再确

定抽测项目。测完后，再登记学生测试

结果，填写《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现场

测试登记表》。测试工作结束后，所有数

据将统一输入省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库，

为了解并分析当前我市学生体质真实状

况，制定合理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种锐）

我市开展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检测

本报讯 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教

改示范性建设学校”日前公布，我市有

12所学校榜上有名。

这12所学校为：石狮市第三实验

小学、石狮市实验小学、石狮市实验中

学附属小学、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石

狮市第五实验小学、石狮市锦峰实验学

校、石狮市龟湖中心小学、石狮市宝盖

镇桃源小学、石狮市祥芝中心小学、石

狮市锦尚镇琼山中心小学、石狮市实验

中学、石狮市蚶江中学。据悉，此次入

选名单是在学校自评申报、县级核查推

荐、地级市级遴选申报的基础上，省教

育厅委托福建教育学院组织专家组评

审并最终确定的。根据省教育厅要求，

入选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

学校”后，我市将尽快研究制订工作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部门职责和政策措

施，建立学校改革指导推进工作机制，

组建专家组，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项目校

全覆盖的专项视导，并将视导结果报送

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教育局将加强

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成立专家指

导组，建立绩效评价机制，一年安排一

次专项抽查，每两年完成一次绩效评价

和交流指导。同时，在四年建设周期

内，省教育厅将根据设区市过程评价情

况，委托专业机构组织专家组，适时开

展巡回指导和随机检查，推广典型经

验，扩大教改成果受益面；抽取部分学

校进行中期评价，通报情况，并视评价

结果给予专项经费差别化奖补，对改革

方案执行不到位、项目建设进展不明

显、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予以警告直

至终止培育资格。

（记者 许小雄）

我市12校入选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

本报讯“良三博扁食王，这是错
的，借用梁山泊的同音字改的，会误导

人的。”“这家江泰公卤味也是，商家想

吸引人的注意力，改成独特的店的招

牌，这样的文字是不规范的。”“你们

看，那几家店的招牌久经风吹雨淋部

分脱落，店名‘会所’变成了‘云所’，

‘花园’变成了‘花元’了”……日前，石

狮市华侨中学组织优秀学生志愿者深

入金盛路、镇中路段的商场、市场、街

头进行了“啄木鸟行动”——寻找街头

错别字和不规范用字。同学们边寻找

讨论边作记录，在实践中增强了使用规

范汉字的意识，同时也对广大居民进行

了规范使用汉字宣传。

为增强全社会规范使用语言文字

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我市语言文字工作

规范化水平，推动全社会更好地规范用

语用字，在市语委办、市教育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共同组织下，我市市区各中

小学纷纷响应，在凤里、湖滨、宝盖、灵

秀辖区开展“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啄木

鸟规范用字纠错行动，对校园内、城区

街道、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用语用字情况

进行调查和纠正。此次活动的主要内

容是校园内黑板报、宣传栏（牌）、告示

牌等用语用字；学校周边主要街道、商

场等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宣传栏、店

铺招牌、路标站牌、广告用字，机关、事

业、企业单位名称牌用字。活动中，同

学们每找到一处不规范用字，就用笔认

真地记下来，有的还用手机、照相机拍

摄下来，然后进行归类整理，并寻找总

结造成使用错误的病因。“啄木鸟”行动

不仅让孩子们接触到社会，培养孩子们

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关心社会、关

心城市的热情，而且使语言文字规范化

意识得到增强，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也

得到提高。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燕飞）

倡导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提高我市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水平

小“啄木鸟”上街“咬文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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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实验中学与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合作
共建
借助高校资源
探索艺术教育新途径

回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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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时代
怎么让大宝接受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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