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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6年，石狮市首支校园

小学生女子排球队在长福小学组建

完成。组建之初，这支小学生女子

排球队就含金量十足，原女排国手

何云舒及她的妹妹福建省女排退役

选手何云咏担纲教练。豪华的教练

阵容，为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不负众望，组建后

不久，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先后获

得了泉州市中小学排球联赛第三名

和泉州市中小学排球锦标赛第八名

的好成绩，对于“菜鸟”球队而言，这

样的成绩来之不易。近日，记者走

进长福小学，深度了解石狮首支小

学生女子排球队。

国手女排助阵

据介绍，2016年底，分配在石狮少

体校的福建省体校退役选手何云咏主

动联系长福小学，在学校的大力支持

下，组建了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系石

狮市首支小学生女子排球队。为支持

妹妹的工作，中国女排退役选手何云

舒主动加入到义务训练中，常常从厦

门奔波来石狮训练队伍。

何云舒说：“我是中国女排的一

员，有义务和使命为家乡的排球事

业尽心尽力。”女排国手何云舒祖籍

石狮宽仁社区，出身于体育世家，其

父亲为原国家篮球队选手何仁义，

母亲是原中国女排选手苏彩霞。体

育世家出身的何云舒除了与生俱来

的过人运动天赋之外，对于体育也

有独到的理解。“女生练体育，不仅

是一种身体上的锻炼，更是一种自

立、拼搏和坚强的精神修养。”显然，

何云舒身上有着一股中国女排的

“铿锵玫瑰”精神。

如是的原汁原味“中国女排”精

神注入了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记

者了解到，何云舒和何云咏姐妹俩

全程参与了小学生排球运动员的筛

选、场馆布置、日常训练、集中集训

及带队参赛全过程。

长福小学校长洪建业表示，有

了何云舒和何云咏姐妹的参与，保

证了校园女子排球队从体育精神上

和体育技战术上的专业度。“一所基

层小学的排球队，能得到女排国手

的执教，倍感荣幸。”

剧组公益捐助排球器材

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还得到了社

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今年一月底，在

何云舒的牵线搭桥下，以青少年排球

竞技为主题的青春励志电视剧《青春

抛物线》剧组向石狮市文体旅游广电

新闻出版局和长福小学捐赠价值20余

万元的排球运动器材，这份排球厚礼

对于校园排球基础教育意义重大。

据介绍，这批器材系剧组在石

狮拍摄后留下的，主要有排球、排球

器地胶垫、弹跳训练袋等专业排球

器材。代表《青春抛物线》制片方及

剧组的霍尔果斯影视传媒公司总裁

周炳呈先生表示，将器材捐赠给校

园用于排球教学使用，支持石狮校

园排球基础教育，是剧组对中国女

排精神的传承，对关心和支持剧组

的热情石狮人的回馈。

由于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组建

并未多久，加之训练场所在户外，剧

组捐赠的这批专业排球器材尤为及

时和实用。何云咏告诉记者，这让

学生拥有更好的训练设备和运动保

护措施，将进一步改善校园女子排

球的训练环境。

校园排球
有望进一步普及推广

事实上，女排具有非常广泛的群

众基础，中国女排的辉煌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国人。中国女排在里约奥

运会夺冠又迎来了新的一拨高潮和

感动。可喜的是，长福小学女子排球

队组建之后，不少家长十分热情和主

动地将孩子送到队伍中训练。

排球运动在石狮的发展尚处于

薄弱阶段，校园排球教育普及程度

并不高，何云舒毫不避讳地说。她

进一步指出，从专业角度来说，校园

排球的发展急需配备室内场馆，此

外校园排球教育师资队伍的优化和

完善极为重要，建议在普及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动校园排球梯度建设，

或有望迎来校园排球建设的热度。

（记者 杨德华）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第五实
验小学举行2017年秋季期末家长

表彰会，表彰了130位家长志愿者

和61位进课堂的爱心家长。

据了解，长期以来，第五实验

小学的家长把对学校的支持化为

实际的行动。一学期来，家长志愿

者们在每天的上学和放学时段，总

是风雨无阻地在学校周边维持交

通秩序，或帮助学生上下车，或引导

学生过马路，为五小学子的安全搭

建屏障，成为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

此外，在学期中还有许多家

长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特

长走进课堂，无私地为同学们的

成长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同

学们带来一节节别开生面的活动

课，如一年级的《纽扣贴画》《玩转

魔方》，二年级的《巧手变变变》，

三年级的《动手制作圣诞树》《美

味厨房》，四年级的《庆中秋共博

饼》等。 （记者 杨德华）

第五实验小学

表彰家长志愿者

家 校 互 动

本报讯 1月9日下午，石狮一

中在杨孙西基金大楼六楼会议室

举办了《走近杨孙西》赠书仪式。

学生拿到《走近杨孙西》一书后，纷

纷认真阅读，校园内刮起一股“杨

孙西”热。

仪式伊始，华丕长校长说明了

写作此书的初衷：“创业基因是石

狮一中的特色，怎样更好地做好中

学创业教育是学校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考虑到杨孙西先生是石狮

人，又是成功的创业者，在同学们

的心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能成为同

学们未来创业之路的引路人。更

为重要的是，他集大爱大智大勇大

雅于一身,是同学们人生道路上难

得的向导。在一年多前，我们组织

学校的力量写作《走近杨孙西》。

最终，本书不负众望，首发至今，在

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关注，获得了众

多赞誉。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走

近杨孙西》，在杨孙西精神的熏陶、

洗礼中实现人性品格的升华，不负

所志，不枉所学，报效家国。”接着，

作为作者之一的蒋玲凤老师上台

简要地介绍了杨孙西先生在求学、

创业、参政、回报社会等方面的事

迹。随后，学校行政领导向与会学

生代表分发《走近杨孙西》一书。

各班代表上台领书时，激动地摩挲

着封面，恨不得立刻翻开阅读，去

解读一代闽商领袖的成功秘诀。

同学们回到座位后，会场上响起

“唰唰唰”的翻书声，他们兴致勃勃

地一页一页往下看，时不时地发出

“哇”的声音。 （记者 许小雄）

石狮一中

举办《走近杨孙西》赠书仪式

本报讯 1月11日至14日，山东
271教育集团总校长赵丰平一行，莅

临石狮市华侨中学调研指导工作。

赵总校长一行到校后，不顾旅

途劳顿，直接深入初中部、高中部课

堂巡视，与学生、老师亲切交谈，详

细询问师生落实271课堂情况，了解

师生对课程整合的认识及文本使

用、导学案创编和使用、探究性问题

设计、课堂建设真实性探究等方面

问题。赵总校长还给全校学生做了

一场主题为《为什么要上学》的演

讲，他主要从为了尊严、为了生活、

为了未来等三个方面做了精彩的报

告。他勉励孩子们从小树立明确目

标、养成良好的习惯、做一个内心善

良的人；同时希望同学们要有强大

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要有强大的

内在、要有强健的体魄。紧接着，赵

总校长给全校教职工做《学习目标

的培训》的讲座。他首先对华侨中

学的课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之后，

从课改的必要性、集团课改的实施

策略及目标要求，并结合学科案例，

对什么是课程、什么是学习目标、学

习目标如何制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阐述。听了赵总校长的讲

座，更坚定了老师们的课改信心，为

华侨中学下一步课改指明了方向。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孙伟彬）

华侨中学

271教育集团莅临校调研

本报讯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

分校继三项省级“十三五”课题开题

后，近日又获三项省级课题。

据悉，福建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指导中心日前公布了福建省中小学名

师名校长工作室立项课题名单，厦门外

国语学校石狮分校有两项课题榜上有

名，分别为肖骁老师负责的《数学教学

中的“情”与“智”深度研究》和黄椿老师

负责的《农村高中数学课堂教学质量实

效性的策略研究》。同时，由朱俊丰老师

负责申报的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

研项目课题《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运

用思维导图培养思维品质的研究 》也

立项成功。据悉，此前，该校已有三个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

度课题在省、市有关专家的指导下顺

利开题，这三个课题分别是：肖骁老师

主持的《基于风之文化课程体系的构

建与研究》、邱洪斌老师主持的《中学地

理核心素养培育渗透二十四节气文化

的实践研究》和张萍老师主持的《数字

化背景下高中语文主题阅读的实践研

究》。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六个

省级课题立项成功为契机，扎实有序

地开展好各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此

带动教师们积极参与教科研，在促进

广大教师个人专业成长的同时，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校办学的品

牌形象。 （记者 许小雄）

厦外石狮分校又获三项省级课题

石狮七中
课外劳动
实践基地启用

本报讯 为加快教师队伍建设步

伐，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教研质量，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在石狮市教

育局的指导下，石狮市实验中学与石

狮第二中学于去年9月份建立城乡协

作对口支教联盟，近段时间首批活动

之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据悉，在首批共建活动中，石狮

市实验中学选派5位骨干教师参与

协作活动，包含数学、政治、化学、地

理四个学科，参与了石狮第二中学

的课堂教学、听课评课、校本教研、

学科试卷命制、学科专题讲座、指导

培养新教师等相关工作。从总结座

谈会上反映的情况看，共建活动的

整个过程有序、有效、高质、和谐，双

方的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进步

和发展。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按两校协作

共建领导组的安排，下个阶段将进一

步深度推进相关工作，在青年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教师的技能竞赛、教研

组活动的相互开放、初二的地生会

考、初三的复习备考、常态化的辅优

转差、教学案的编制等方面进行突

破，力求能找到最佳切入点、最恰当

的落脚点以及最大的提升空间。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润生）

石狮市实验中学与石狮第二中学建立
城乡协作对口支教联盟

首批活动第一阶段
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 在1月30日举行

的“莲埭小学2017年秋闭学式

暨期末表彰大会”上，莲埭村

两委、莲埭小学校董会、莲西

村关工委、莲埭村老年协会有

关负责人为该校在2017年秋

季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的师

生进行表彰奖励，获奖师生达

到568人次。

经济发展，教育先行。近

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也日益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莲埭村始终把发展教育、培养

高素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并把奖学助教作为该

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为民

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为奖学、

奖教、助学，促进辖区群众子

女成才，石狮市莲埭小学校董

会在海内外乡贤的支持下，筹

措了一笔资金，用于支持发展

莲埭的教育事业。

据悉，该校坚持“仰望星

空 脚踏实地”办学理念，近年

来，在市、镇两级政府及村委

会、校董会、莲埭村海内外乡

贤的支持下，莲埭小学的发展

很快，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郭为民）

莲埭小学

表彰奖励
一批师生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实

验幼儿园组织学园志愿者服

务队、小小志愿者们、大班段

全体幼儿及家长开展了“爱护

环境 从我做起”亲子环保摄

影展活动。

让幼儿了解环保的重要

性和简单的环保知识，形成初

步的环保意识，选择健康的生

活和良好的行为方式是幼儿

园环保教育的一项重要内

容。据介绍，石狮市实验幼儿

园们在提高幼儿环保水平的

同时，更注重发挥教育的辐射

作用，带动家庭、家长参与到

环保教育活动中来。园方让

家长们利用周末、节假日带幼

儿到小区、公园等公共场所，

做个小小环保宣传员，为身边

的环境保护做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同时为身边的人宣传环

保的重要性，并请家长把这些

美好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

配上文字说明，制作成环保摄

影小海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

到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晓斌）

石狮市实验幼儿园

环保摄影展开办

教 学 教 研

大仑中心小学

千人诵经典迎新春

本报讯 临近期末，在锦亭小
学家委会的牵头下，锦亭小学开

展“家长进课堂”活动，学校邀请

陈鑫淼和陈洢铭的家长陈长守先

生为四至六年级的孩子们带来了

“化学与生活”的知识讲座。

课前，该校洪校长在简要介绍

当天的授课老师及授课内容后，陈

长守“老师”便拿出了一瓶生活中

常见的去油污清洁剂，给孩子们卖

起了“关子”，让大家猜它的市场售

价和制作成本。孩子们议论纷纷、

莫衷一是，当陈“老师”公布答案之

后，课堂上爆发出了叹息声和欢呼

声。紧接着，陈“老师”开始为孩子

们演示了实验：他在水中加入了一

些食用油，食用油浮在水面上，接

着加入了两样神秘的东西，通过搅

拌，水变成了乳白的液体。陈“老

师”又抛出一个问题，让孩子们激

荡脑力。就在孩子们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的时候，陈“老师”通过设

喻，引出了神秘的乳化剂，最后他

一边搅拌，一边把经过反应后的液

体拿到孩子们中间，由孩子们观

察，让孩子们提问。

就这样，在孩子们与陈“老

师”的一问一答中，孩子们突然意

识到化学就在我们的身边。30多

分钟的知识讲座让孩子们学得意

犹未尽，他们在习得了知识的同

时，也拉进了与家长的距离，同时

对于下学期的“家长进课堂”活动

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陈

晓瑜 蔡红）

锦亭小学“家长进课堂”活动

把生活的奥秘带进课堂

长福小学女子排球队
传承“铿锵玫瑰”风采

本报讯“一江烟
水照晴岚，柳岸人家乐

陶然。稚子学堂读经卷，

书声阵阵上云天……”1月

26日下午，虽然寒风凛冽，但

大仑中心小学操场上一片生机

勃勃，朗朗的读书声响彻整个操

场，这是大仑中心小学在寒假前，

组织的“千人诵经典迎新春”活动。

当天，该校1000多名学生共同

参与，由低年级到高年级，从《三字

经》《弟子规》到《大学》《论语》等，对

多部中国经典进行朗诵，营造了浓浓

的书香校园。

据了解，该活动是学校对一学期

下来各个班级平时经典诵读的成果

展示，同时也是进一

步促进学生养成爱读

书的习惯，爱上中国传统

文化。据悉，到了六年级毕

业时，学校还会为每个毕业学

生颁发一本诵读经典的等级证

书。

（记者 王秀婷）

本报讯 石狮第七中学课

外劳动实践基地于1月15日正

式挂牌启用。今后，七中的师生

将可在自己的瓜果田园里播种

希望、收获果实。

石狮七中课外劳动实践基

地是根据学校课程设置、学生课

外劳动实践需要，从优化校园环

境出发，经过两周时间的清理杂

草枯树、废弃石头，重布水管，加

高旁边台阶并行水泥硬化，进行

全面整改规划，提供给师生作为

学科应用及课外劳动实践之

用。基地每垄地整理成东西走

向，且排列整齐，瓜果蔬菜有的

正冒新芽，有的已枝繁叶茂。该

实践基地启用后，在提供服务师

生学科应用及劳动实践上必

将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 许小雄）


