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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普通高中新生不再分文理科
本报讯 今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
中新生开始不再分文理科，实行全面
考核，设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2021年起，实行新的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制度，高校通过“两依据、一参考”来
实现对学生的多元评价录取机制。这
是记者日前从市教育部门获悉的。

高中新生不分文理科

我省现行高考采用“3+1”模式，即
语、数、外三门加文综或理综的考试成
绩录取。2021年起，将实行新的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校通过“两依
据、一参考”来实现对学生的多元评价
福建省保教改革建设幼
儿园评审结果揭晓

石狮 8 所上榜

录取机制，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确
导向作用，增加学生选择机会，分散应
试压力，促进高校科学选才。
根据《福建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我省统一高考科目为
语文、数学、外语3门，不分文理科，其
中外语科目提供2次考试机会。选考
科目由考生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和高
校选考科目要求，在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自
主选择3门。考生总成绩由语文、数
学、外语3门成绩和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 3门选考科目成绩组
成。

学业水平考试分两种

作为毕业的依据。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还设等级性
考试，由学生自主选考3门，考试成绩
计入高考总分。等级考试的3门，学生
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来选定，并且
还必须参照高校专业对科目的要求，
高校专业对科目的具体要求会在2018
年6月前正式向社会公布。

改革前，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采取文科学生考理、化、生、信息
技术4门，理科学生考史、地、政、信息
技术4门。改革后，将由反向会考转向
全科考，设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
试。201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开始实施
新的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高职实行分类招考
试，所学14门科目均列入考试范围。
2018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新生开始
2017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将成
不再分文理科，实行全面考核，设合格 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学生也可参加
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学生须参加所 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2020年起，我
有14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 省将实施新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

导 读 窗口

度，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专科高职院校，
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考核使用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
价；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报考专科高职院
校，参加省里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
文化素质考核使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
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后，不再组织
实施高职入学考试。
作为中职学生毕业和高职院校录
取依据的中职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制
度，目的是促进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
程，提高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2017年秋季入学的中职学校新生开始
实行。
（记者 许小雄）

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
传承“铿锵玫瑰”风采

详见T2

赏黄山雪景 品徽州文韵

本报讯 福建省保教改革建设
幼儿园评审结果日前揭晓，我市有
8所幼儿园榜上有名。
此次评审是在幼儿园自评申
报、县级审核推荐、泉州市级综合
评审推荐的基础上，省委教育厅各
取所长，省普通教育教学教研室按
规定程序，组织专家组对各地推荐
上报的保教改革建设幼儿园进行
评审。我市入选的8所幼儿园分别
为：实验幼儿园、私立鹏翔幼稚培
育中心、新苗第二幼儿园、金蓓贝
幼儿园、神州第二幼儿园、快乐贝
林幼儿园、新苗第五幼儿园、育英
幼儿园。据悉，被列入保教改革建
设幼儿园，每所都要开展一项实
验。
（记者 许小雄）

石狮日报小记者开启冬令营之旅
锦亭小学
“家长进课堂”活动

把生活的奥秘
带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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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小记者诞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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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省 2016—2017 学 年 高
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名单公布

我市三所高校
515 人获奖
本报讯 我省2016—2017学年
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名单日
前公布，我市地面上的三所高校有
515名学生获得奖学金。
据介绍，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
了激励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
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奖励
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奖学金。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每人每年5000元，不分等级，统一
记入学生个人档案。根据省教育
厅公布的 2016—2017学年高校国
家励志奖学金名单，我市高校共有
515名学生获得奖励，其中，闽南理
工学院有429人、泉州纺织服装职
业学院有27人、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59人。据悉，国家励志奖学金自设
立以来，我市高校已有3530多人次
学生获此奖励。 （记者 许小雄）

泉州特教工作会
在石举行
本报讯 1月24日至25日，泉
州市特殊教育工作会议暨泉州市
特殊教育研究会第四届一次会议
在石狮市仁爱学校举行。泉州市
教育局、各县（市、区）教育部门、特
教学校负责人等90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石狮市教育局作《办好
特殊教育 推动教育公平》的典型
发言。会议对泉州市2017年特殊
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回顾，并布置了
2018年特教工作任务。会议还对
2017年泉州市特殊教育优秀教育
教研论文进行颁奖。与会人员还
欣赏了以“不忘初心 与爱同行”为
主题的师生文艺汇演及特色阳光
体育展示活动，观摩了四位老师的
公开教学，学科涵盖生活语文、生
活数学、生活适应、唱游与律动。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种锐）
本报地址:石狮市学府路
邮编362700邮发代号33-53

台湾“家校访团”
来石交流

详见T4
第六届世界礼仪文化节暨
2017 世界礼仪服饰设计大赛
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2月2日早上，石狮日报
的小记者们乘坐高铁前往安徽黄山，
开启了愉快的冬令营之旅。抵达黄
山后，首站走进“中国画里的乡
村”——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麓，距黟县
县城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里一座
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整个村庄依山
傍水而建，村后以青山为屏障。宏村
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
1162年），距今约有 900年的历史。
宏村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
等，地势较高，经常云蒸霞蔚，有时如

浓墨重彩，有时似泼墨写意，真好似
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因此被誉
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粉壁、黛瓦、
马头墙，行走在宏村，仿佛行走在一
幅水墨画里，小记者们在这样的美景
中流连忘返，直至夕阳西下。
第二天一早，小记者们便在老
师的带领下出发前往黄山景区。一
下车，抬头望去，皑皑冰雪遍铺黄山
峰峦，破石而生的黄山松，撑着玉色
和白色的华盖，或盘结于峰崖上，或
扎根于绝壁中。山风吹过，掀起一
阵雪雾，好似霓裳羽衣，仙袂飘飘。

在雪松和云海的装点下，冬日的黄
山变成了一位身披鹤氅羽衣的天
神。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这黄山
四绝，在严冬中越发落得摄人心
魄。小记者们都兴奋得大叫，虽然
气温很低，大家都冷得直打哆嗦，但
是看到眼前的雪景还是义无反顾地
往山上走去。
冬日的黄山就是白雪皑皑的童
话世界，白雪与苍翠的黄山奇松、形
态各异的怪石、险峻的山峰、灵动的
云海等景观巧妙而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一路上道路结冰，湿滑难走，可
全体小记者努力克服困难，终于在下
午三点抵达黄山的第二高峰——光
明顶，这里海拔 1860米，上了光明
顶，黄山美景尽收眼底。
本次黄山冬令营目的是历练小
记者们的意志、增强孩子们的自信
心，培养其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的能
力。在这次游学旅程中，需要集合脑
力、执行力、创新力、合作力等多项能
力，让小记者们体会到快乐、兴奋、伤
心、失望、挫折等多种情绪。
（林娜）

泉州纺服学院
学生摘银

本报讯 1月14日，由世界礼
仪文化中心和上海纺织协会主办
的第六届世界礼仪文化节暨2017
世界礼仪服饰设计大赛总决赛在
北京展览馆举行，共有来自北京服
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英国中央
圣 马 丁 艺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Aalto
UniversitySchool Of Arts等国内外
多所知名服装设计院校19名选手
同台竞技。最终，泉州纺织服装学
院李晴兴同学以优异的表现，夺得
比赛总成绩第二名，并获得“最佳
针织女装设计奖”。
据悉，世界礼仪文化节一直以
“荟萃礼仪服饰风采”为宗旨，通过
汇聚世界各国礼仪文化的特色，搭
建时尚、文化、多元化的礼仪文化平
台。作为“世界礼仪文化节”最重要
照实际需求补充征订，原则上补征订 只供教师教学中选用，高中学生仅可 活动之一的“世界礼仪服饰设计大
数不超过义务教育学校实际在校生数 自愿选择购买磁带或CD-ROM光盘， 赛”，旨在通过礼仪文化节的平台，
的三分之一。特教学校学生的免费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 来传播和推广礼仪文化和礼服在世
科书不纳入循环使用范围。各校应加 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普通高中各学 界时尚的地位，并致力成为全球最
强对循环教科书使用的管理，对回收 科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教材征订，各 具影响力的礼仪服饰设计赛事。此
的循环教科书必须进行全面消毒；对 学校应根据本学期课程教学的安排进 次大赛采取设计稿效果图入围评
破损回收能使用的教科书要及时进行 行征订，特别注意教科书选订要与教 选、设计师孵化训练营、决赛成衣走
修补，做到至少三分之二的教科书能 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2018年考试大 秀展示等多环节相结合。经过多重
继续使用，确保下学年学生人手一册。 纲》规定的选考模块（专题）衔接，不得 考核，泉州纺织服装学院李晴兴同
据悉，按照规定，教科书为必选部 提前征订本学期未开设的各学科必修 学最终以总排名第二名的成绩夺得
分，每学科只能选订一种版本，教师用 模块和选修模块的教材。
了本次比赛的“最佳针织女装设计
书、挂图、磁带、CD-ROM及投影片等
（记者 许小雄） 奖”。
（记者 许小雄）

我市春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确定
本报讯 今年春季新学期中小学
幼儿园教学用书目录已经确定。这是
记者日前从市教育部门获悉的。
免费提供教科书的有：省级以上
财政免费提供的义务教育教科书，包
括《道德与法治》（《品德与生活》《品德
与社会》《思想品德》），《语文》《数学》
《外语》《科学》《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地理》《音乐》《美术》《艺术》
《语文 书法练习指导》，《信息技术》
《综合实践活动》《劳动》《劳动技术》
《海西家园》《地理图册》《地理填充图

册》《历史图册》《历史填充图册》《泉州
地理》；特殊教育学校学生的免费教科
书由学校按教学要求进行选订，并免
费提供给学生使用，所需经费从省级
下拨的特教学校免费教科书采购补助
经费中开支。
循环使用教科书：2018年春季义
务教育《音乐》《美术》《艺术》《信息技
术》《海西家园》《劳动》《劳动技术》，小
学3-6年级《科学》、初中《体育与健康》
等教科书纳入循环使用。学校根据循
环教科书破损情况和学生数变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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