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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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在成都武侯区举办的第二届全

国“学本课堂”创建研讨会暨“同课异

构”展示活动，石狮永宁中学和石狮

市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各派出9名老师

参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永宁中学

英语林兵城老师荣获特等奖，语文邓

德辉、数学董慧玲、化学黄玉真、地理

苏月清老师荣获一等奖；实中附小王

雅贞被评为“学本课堂”课堂教学比

赛特等奖，王丽雪和施明艺老师则分

别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据悉，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11个省市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14

所小学、11所初中，共67位赛课老师

参与。

初中组比赛里，永宁中学的赛课

教师们赛前认真设计“一案三单”，课

中展示了一节节别开生面、内涵厚

重、体现素质教育思想、追求教育本

真的课堂，获得评委的充分肯定。经

过评选，该校英语林兵城老师荣获特

等奖；语文邓德辉、数学董慧玲、化学

黄玉真、地理苏月清老师荣获一等

奖。同课异构后，各学科在赛课教室

举行学科沙龙，赛课老师就该堂课的

理念、思路、设计、策略、成效和问题

与参会教师进行分享和交流。评委

们对每堂课都进行了细致而专业的

点评，使赛课的每位教师从不同的方

面获得长足的进步。

小学组比赛里，王雅贞“大同学”

导学的人教版四年级上册《Jobs》问题

解决评价课，突显了学本课堂的精

神，环节设计有梯度，从听、说、读、写

四个语言技能方面来设计活动，采用

过程性检测；语文学科王丽雪“大同

学”导学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生死

攸关的烛光》问题解决评价课，通过

合作探究、展示对话、思维训练来解

决问题，实现“抓细节描写突出人物

品质”的学习目标；数学教师施明艺

“大同学”导学五年级第七单元《可能

性》问题解决评价课，学生自主合作

设计游戏规则，体会可能性在生活中

的应用，把数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实践

中去，构建了主动和谐的学习氛围。

此外，在研讨会上，实中附小副

校长许敏莉老师还做了题为《改变，

从“学本”开始》汇报，为与会专家和

代表介绍实中附小一年多来在“学本

课堂”改革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和取得

的成果，受到了与会专家领导的好

评。

记者了解到，为了适应快速发展

的教育改革形势，近年来我市积极主

动参加构建“学本课堂”的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研究，致力于实现从带着知

识走向学生向带着学生走向知识的

课堂形态的转变。自启动学本课堂

教学改革实验以来，以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为宗旨，开拓创新工作思路，不

断完善教学活动体系，努力践行由

“教”的课堂向“学”的课堂成功转型

的学本课堂操作体系，在教与学关系

的调整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确保教育

教学工作稳步推进与提高。

（记者 杨德华 许小雄）

本报讯 为探索艺术教育新途

径，拓宽学生音乐特长培养方式，

也进一步提升校园音乐教育教学

教研质量，近来石狮市实验中学与

集美大学音乐学院建立合作共建

关系，成为集美大学教学科研实习

基地，该学院首批见习生入校开展

见习工作，并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今年的9月—12月期

间，在校教务处的科学安排和全体

音乐教师的精心指导下，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首批见习生6人全过程

参与实验中学的音乐课堂教学、七

年级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八年级

体艺选课走班、音乐兴趣小组指

导、学生音乐社团建设、班级管理

工作、指导学生会工作，并在校运

会开幕式、十大歌手大赛、元旦文

艺汇演等方面做了汇报演出。

校方负责人介绍，“借助高校

资源优势，有助于提升校园艺术教

育教学质量。”他介绍，该见习活动

对校园音乐教育教学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促使新、老理念的碰撞

与融合，促进双方乐音素养的进一

步提升，也使得校园音乐教学形式

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参与面与受益

面更加广泛，教学质量也更具深度

和广度。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根据合作

共建的有关协议，实验中学与集美

大学音乐学院将进行长期的合作

共建，除了常规的见习工作外，双

方还将进一步探索合作新形式，在

校园文化建设、师生合唱队的建

设、音乐人才的培养、师生进修培

训、丰富校园活动等方面，全方位、

多渠道进行合作。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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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诗以言志，歌以壮行，

腹有诗书气自华。近日，石狮石光

中学高一年级“致青春”诗歌朗诵

大赛在淑润大礼堂举行，本次诗歌

朗诵大赛由高一年级组、校团委、

语文教研组主办，高一年级语文组

承办，评委由初一初二语文备课组

老师担任。

开场节目少年陈氏太极后，迎

来了一场青春的视听盛宴。舒婷

名篇《致橡树》刚柔并济、林徽因经

典诗篇《你是人间四月天》唯美深

情、《少年中国说》气势磅礴、华兹

华斯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自在美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沧桑厚重、《永生的和平歌》真

挚炽热……

整场朗诵会历时两个小时，

比赛中选手们深情演绎，时而慷

慨激昂、鼓舞斗志；时而深情款

款、感人肺腑。选手们朗诵精彩、

精神饱满、表现自信，赢得了阵阵

热烈的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比赛结果为一等奖：高一（4）

班；二等奖：高一（15）班、高一

（16）班、高一（7）班；三等奖：高一

（8）班、高一（14）班、高一（11）班、

高一（6）班、高一（10）班、高一

（13）班。

校方负责人介绍，这样一场

诗歌视听盛宴，进一步激发了学

生对诗歌的兴趣，“相信心有猛虎

的莘莘学子，会细嗅蔷薇，诗意地

栖息在语文这片美丽的天地上。”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嫦

娥/文 石光中学校园记者团/图）

石光中学

诗歌朗诵会“致青春”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展示学

生艺术才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以良好

的精神风貌迎接2018新年的到来，近日，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附属小学在中

学部隆重举行“携手飞翔 梦想绽放”校

园艺术节暨元旦文艺汇演，活动分四五六

年级、一二三年级两场举行。

据了解，文艺汇演节目内容丰富多

彩，以啦啦操、模特秀、经典诵读、小品、歌

曲、舞蹈、话剧、大合唱等多种形式呈现，

欢快喜庆，精彩纷呈。艺术节上，舞蹈《茉

莉花》和《金翅》向观众展示了中国与埃及

两个文明古国不同的舞姿，《茉莉花》不仅

保持了中国古典淡雅的怡人风情，更加融

入了轻快的现代曲风；《金翅》寓意着女神

来到人间赐福降临，是埃及庆典或宫廷中

最华丽的舞蹈之一，充满着神秘与激情。

活动中，家长也积极参与其中，教师

组合闽南语、英语、普通话，流行与民俗相

结合的歌曲串烧，其乐融融。（记者 杨德

华 通讯员 颜森森 颜自力 文/图）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附属小学

艺术之光展校园魅力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第三

实验小学邀请到福建省硬笔书

法家协会主席严祖喜，到校为全

体教师开展以“写好粉笔字和硬

笔规范字”为主题的公益书法讲

座。

讲座中，严祖喜着重对粉笔

字和硬笔字的基本功进行讲解

和示范，围绕“正、紧、瘦”三个关

键字分别讲解，强调写字要注意

结构，横平竖直是关键。此外，

讲座中还穿插了互动提问环节，

教师们就各自存在的粉笔字和

硬笔字有关个性问题进行了细

致的提问，严祖喜一一予以了详

细解答，并示范具体的书写过

程。

据了解，一直以来，第三实

验小学高度重视教师的粉笔字

和硬笔字，以期通过言传身教，

提升全校学生的书写能力。

（记者 杨德华）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书法家严祖喜
公益讲学

本报讯 近日，针对近期流

感爆发期，学校学生密集易形成

交叉传染等现象，石狮市第二实

验小学高度重视，开展一系列措

施有效抵抗冬季流感。

据了解，学校各班利用班队

会课开展了“冬春季常见传染病

预防知识”主题班会，图文并茂

地普及了流感、水痘、诺如病毒

等冬春季常见传染病的防控知

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各常见传

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处理方

法。同时，要求同学们要加强防

范，提高意识，讲卫生，积极锻

炼，增强体质。

同时，学校还给各班配置了

消毒喷壶和额温枪等防控设备，

并每天做好班级消毒工作，严格

保持教室的通风，时刻关注校园

内各种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在

冬季传染病预防方面，学校采取

了多项有力措施，及时有效地控

制了传染病的蔓延，增强了师生

自我保护意识，维护了师生的身

心健康，并顺利通过了市卫计

局、辖区公共卫生管理科及市教

育局的联合督导检查，获得了肯

定。 （记者 杨德华）

石狮市第二实验小学
预防冬季流感

本报讯 为了帮助高一年全体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

观，帮助他们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学习

目标和职业规划，日前，石狮市石光中

学邀请福建团省委12355青少年服务

热线志愿专家团讲师进校园开展“职

业规划指导”公益服务讲座活动。

活动中，福建团省委12355青少

年热线——高考志愿规划师陈媛老

师、生涯规划师资深顾问陈凤、志愿

网认证培训师高老师等在淑润大礼

堂为高一年段900多名师生开展一

堂主题为《生涯规划视野下的升学

途径》的讲座。讲座中，陈媛老师就

升学志愿规划、就业目标、专业课程

要求、专业思维模式等问题进行了

全面阐述。陈媛老师还让大家做了

一个“霍兰德Holland职业测试”类

型选择，大家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其

中，互动环节吸引了全体师生的注

意力。接下来，她从高中生的实际

需求出发，集结目前高校的招生、就

业状况，通过对社会教育现状的剖

析，让学生对专业与职业间的关联

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教

授了学生们一些提高学习效率的方

法，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高考志愿

选择都大有裨益。 （记者 许小雄）

石光中学

“职业规划指导”公益服务学生

本报讯 为确保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学校安全

稳定，近日古洋小学开展一系列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首先，学校对校园的安保器

械进行专项全面排查，及时发现

本校面临的涉恐威胁和安全防

范等工作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隐患。结合国旗下讲

话、集会教育、主题班会、LED宣

传标语等形式，对学生及家长进

行公共安全教育。此外，结合实

际，该校还组织开展了一次逃生

演练活动，学生在演练中进一步

学会了疏散和自我防护，提升了

安全防范意识。校方负责人介

绍，学校将校园防范安全教育纳

入了安全法制教育之中，将“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逐步

渗透到学校日常教育之中。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许美美）

古洋小学

开展校园
公共安全教育

本报讯 2018年福建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美发与形象设

计”赛项日前在福建工贸学校举

行。石狮鹏山工贸学校选手摘取一

等奖，并将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

据悉，举办此次比赛，旨在展示

中职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选手的专

业素养和操作技能，检验学生的技

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引领中职美发

与形象设计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推进专业建设对接产业发展、人才

培养过程深度校企合作，提升美发

与形象设计专业中等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近年来，石狮鹏山工贸学校加强“美

发与形象设计”专业建设，创新教学

内容，以职业大赛为契机，“以赛评

学、以赛促学”，取得良好的成效。

在此次比赛中，该校美妆专业米玥

同学（指导老师：颜宁欣老师）、模特

专业陈娟娟同学获得美妆省赛一等

奖。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李少猛）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美发与形象设计”（中职组）赛项落幕

鹏山工贸学校学生摘取一等奖

本报讯 石狮八中“不忘初心，

传颂经典”元旦晚会日前举行。学

校行政领导，以及高一年500多名

师生共同欣赏了这场视听盛宴。

经高一年师生们三个多星期

的精心筹备，一台精彩纷呈的晚会

如期上演。晚会在慷慨激昂的《满

江红》吟诵声中震撼开场，马上带

动全场热烈的气氛。一首《将进

酒》充满古典韵味，表演者艺术地

将古琴、书法结合进朗诵中；经典

篇章《离骚》将观众带入饱含深情

的家国情怀当中；耳熟能详的《水

调歌头》，创新地将经典诵读与流

行音乐混搭。经典诵读之后是学

生们的才艺表演：器乐演奏既有传

统民乐唢呐，又有西洋器乐古典吉

他演奏；舞蹈类节目包含情景舞、

拉丁舞、爵士舞等不同风格形式；

师生搭档的武术表演更令观众热

情高涨；吉他演奏更是有美国人萨

姆的友情参与。整场晚会有经典

诵读、歌舞、器乐等十个节目，获得

现场观众的好评和阵阵掌声，营造

了浓厚的校园迎新氛围。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包武军）

石狮八中

举行“不忘初心 传颂经典”晚会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实验幼儿

园党支部党员积极参与学园“骨干

教师示范课”活动，三名党员骨干教

师参与了示范课展示。

展示中，党支部副书记洪志萍

的示范中班体育活动《好玩的横

幅》，支部党员、泉州市骨干教师蔡

菲男的示范小班美术《车轮滚滚》，

以及支部党员张莉蓉老师的示范

大班音乐游戏《喜羊羊与灰太

狼》。三个活动以新颖独特的教学

设计，睿智灵活的教学方法，务实

高效的教学过程，充分关注幼儿学

习方式，情感体验等新理念的贯

彻，展示了党员骨干教师的风采，

得到了新教师们由衷的赞赏。在

活动后的研讨中更是气氛热烈，既

有老教师分享有效经验，也有新教

师提出的教学疑问，老师们畅所欲

言，收获满满。

党员教师示范课，既为党员教

师的专业成长搭建展示的平台，也

为教师们创造了学习探讨和相互交

流的机会，特别是为青年教师课堂

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雅莉）

石狮市实验幼儿园

党员教师示范课搭平台

本报讯 筝鼓齐奏《龙的传人》、

诗朗诵《请到闽南来》、韵律操《健康

快乐动起来》……2018年1月5日，

宽仁小学举办第八届校园艺术节文

艺汇演暨爱群少年宫第二届成果展

演活动。

据了解，爱群少年宫成立于

2015年秋，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的乡村少年宫，有41个特色鲜

明的项目，内容涵盖了传统文化、科

技、文体、艺术、技能五大类。其中，

南音、笼吹、贡球舞更是富有地方特

色的传统艺术,全校1611名学生全

部参与。两年来，学校爱群少年宫

活动取得硕果累累。值得一提的

是，舞蹈《彩球舞》由贡球舞改编而

成的，孩子们的诙谐、逗趣舞蹈表演

精彩纷呈，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

掌声和喝彩声。

据悉，此次活动分为三个篇章，

一为书法、绘画、手工；二为表演篇，

包括国学诵读、歌唱、舞蹈、乐器演

奏、传统技艺；三为送春联活动，现

场为社区居民送春联。

宽仁小学校长蔡宏程介绍，活

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学生校园文

化生活，实施艺术教育的创新理念，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

者。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洪希莉）

宽仁小学

举办少年宫第二届成果展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